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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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與宋慶齡論集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

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1009 .-- 48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7530-3-7 (平

裝)  

1.孫文 2.宋慶齡 3.孫中山思想 4.文

集  005.18  

經世致用 : 孫中山思想中的時變與

不變 / 閔宇經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2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0-

181-4 (平裝) NT$280  

1.孫中山思想  005.18  

民國二十五年之蔣介石先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6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

中心, 11008 .-- 冊 .-- (政大人文系列

叢書) .-- ISBN 978-986-06608-3-8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06608-4-5 

(下冊:精裝)  

1.蔣中正 2.傳記  005.32  

民 國 十 六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27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

中心, 11008 .-- 584 面; 21 公分 .-- (政

大人文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

06608-5-2 (精裝)  

1.蔣中正 2.傳記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純常子枝語>>校證 / 陳開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

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26-31 冊) .-- ISBN 

978-986-518-642-5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43-2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18-644-9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645-6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46-3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

647-0 (第 6 冊:精裝)  

1.純常子枝語 2.雜文 3.研究考訂  

011.08  

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敘錄 / 陳才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623-4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624-1 (下冊:精裝)  

1.方志 2.研究考訂 3.上海市  011.08  

山海經通解 / 周運中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13-14 冊) .-- ISBN 978-986-

518-629-6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30-2 (下冊:精裝)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011.08  

元代墓碑文研究  / 范雪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三三編 ; 第 33-34 冊) .-- ISBN 

978-986-518-649-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650-0 (下冊:精裝)  

1.碑文 2.研究考訂 3.元代  011.08  

中國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2011-2020) 

/ 閆強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617-3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618-0 (下

冊:精裝)  

1.中國法制史  011.08  

河陽寶卷研究 / 李淑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24-25 冊) .-- ISBN 978-986-

518-640-1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41-8 (下冊:精裝)  

1.寶卷 2.民間信仰 3.研究考訂  

011.08  

美國漢學視野中的宋代文人趣味  / 

吳佩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3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

編 ; 第 36 冊) .-- ISBN 978-986-518-

652-4 (精裝)  

1.漢學 2.宋代文學 3.美國  011.08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二編 / 周

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14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32 冊) .-- ISBN 978-986-518-648-7 

(精裝)  

1.喪葬習俗 2.中國  011.08  

敦煌醫方整理研究 / 王杏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68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35 冊) .-

- ISBN 978-986-518-651-7 (精裝)  

1.敦煌學 2.方書 3.注釋  011.08  

道家文獻校補 / 蕭旭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3-6 冊) .-- ISBN 978-986-

518-619-7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20-3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21-0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22-7 (第 4 冊:精裝)  

1.道教文學 2.校勘  011.08  

詩經國風今詁 / 趙恩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9-12 冊) .-- ISBN 978-986-

518-625-8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26-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27-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28-9 (第 4 冊:精裝)  

1.詩經 2.研究考訂  011.08  

錢坫<<說文解字斠詮>>研究 / 王相

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986-518-631-9 

(精裝)  

1.(清)錢坫 2.說文解字 3.學術思想 4.

研究考訂  011.08  

禪茶公案錄 / 馮天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16-17 冊) .-- ISBN 978-986-

518-632-6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33-3 (下冊:精裝)  

1.茶藝 2.禪宗  011.08  

禪茶論典錄 / 馮天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18-20 冊) .-- ISBN 978-986-

518-634-0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35-7 (中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636-4 (下冊:精裝)  

1.禪宗 2.茶藝 3.中國文學  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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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茶藝文錄 / 馮天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 ; 第 21-23 冊) .-- ISBN 978-986-

518-637-1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638-8 (中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639-5 (下冊:精裝)  

1.禪宗 2.茶藝 3.中國詩  011.08  

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 / 邱

仲麟主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11010 .-- 冊 .-- ISBN 

978-626-7002-41-4 (全套:精裝)  

1.古籍 2.善本書目  014.1  

高層次閱讀思考 : 建中名師親授,有

效克服閱讀萬字長文的障礙,快速抓

到重點,學會了比補習更實在 / 黃春

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92 面; 21 公

分 .-- (新視野 ; 49) .-- ISBN 978-986-

398-705-5 (平裝) NT$380  

1.讀書法 2.學習方法  019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共好 : 圖書館的創價實務 / 王蘭君, 

石美玲, 陳惠玲, 張玉瓊, 翁銘聰, 廖

椿淵, 謝易達撰文 .-- 初版 .-- 花蓮市 :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 

11007 .-- 1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5400-8-7 (平裝)  

1.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圖書館 2.圖書館管理 3.圖書館行銷  

024.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我的好奇心大百科. 1, 恐龍篇 / 芭絲

卡.艾德蘭(Pascale Hédelin)文 ; 迪迪耶.

巴力席維(Didier Balicevic), 侯貝.巴伯

希尼(Robert Barborini), 班傑明.貝谷

(Benjamin Bécue), 希 薇 . 貝 薩 (Sylvie 

Bessard)圖 ; 陳郁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光點, 11010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7-99-1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我的好奇心大百科. 2, 海洋篇 / 茱莉.

梅西葉(Julie Mercier)文 ; 茱莉.梅西葉

(Julie Mercier), 露西.阿爾維耶(Lucile 

Ahrweiller), 伊 蓮 娜 . 康 菲 (Hélène 

Convert), 黛博拉.品托(Deborah Pinto), 

艾曼紐.希斯多(Emmanuel Ristord)圖 ; 

陳郁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10 .-

- 96 面 ; 24 公分  .-- ISBN 978-986-

06971-0-0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報. 2020 / 楊振

隆總策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11010 .-- 

14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8633-8-4 (平裝) NT$250  

1.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  068.33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年報. 2020 = TOAF annual report. 2020 

/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6426-9-0 (平

裝) NT$100  

1.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068.33  

博物館幕後故事 / DK 出版社編輯群

作 ; 章璿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809-9-9 (精

裝)  

1.博物館 2.博物館行政 3.文物典藏  

069  

普通論叢 

幽夢影. 二, 夢幻泡影 / (清)張潮著 ; 

曾珮琦編註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

分 .-- (圖說經典) .-- ISBN 978-986-

178-559-2 (平裝) NT$280  

 072.7  

墮落的學者 : 知識技藝、學術與社

會 / 張讚國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

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22-5 (平

裝) NT$360  

1.言論集 2.時事評論  078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二十一 

/ 王建華, 馬力, 余翁, 王見川, 施寬文, 

呂昇陽, 江達智, 蕭百芳, 劉煥玲, 賴

貞儀, 鍾淑惠作 ; 馬力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215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

列 ; 96) .-- ISBN 978-986-5600-44-0 (平

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關公為玉皇上帝嗎? / 林國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慈惠堂出版社 , 

11008 .-- 722 面; 21 公分 .-- (慈惠堂叢

書 ; 93) .-- ISBN 978-986-96169-5-9 (平

裝)  

1.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一日 4 頁哲學課 : 原來世界是這樣思

考!從尼采、阿德勒心理學到 AI 人工

智慧,秒懂生活哲學,掌握強大人生工

具 / 富增章成作 ; 黃詩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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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76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19) .-- 

ISBN 978-986-289-611-2 ( 平 裝 ) 

NT$480  

1.哲學  100  

妮儂眼中的幸福  / 奧斯卡 .柏尼菲

(Oscar Brenifier)作 ; 楊宛靜繪 ; 梁若

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

有限公司, 11009 .-- 64 面; 26 公分 .-- 

(愛視界 ; 19) .-- ISBN 978-986-06712-

8-5 (精裝) NT$350  

1.哲學 2.幸福 3.通俗作品  100  

學術思想概論 

思想自由史  / 約翰 .巴格內爾 .伯里

(John Bagnell Bury)著 ; 羅家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48) .-- ISBN 978-

626-317-033-9 (平裝) NT$360  

1.思想史 2.理性主義  110  

思想史. 10 /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544 面; 21 公分 .-- 

(思想史) .-- ISBN 978-957-08-5955-3 

(平裝)  

1.思想史 2.文集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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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 

易經 / 周文王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3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15) .-

- 木刻珍藏版 .-- ISBN 978-986-397-

129-0 (平裝) NT$280  

1.易經  121.1  

易經原文正譯 / 沈一震著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沈一震, 11007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086-

1 (精裝) NT$580  

1.易經 2.注釋  121.12  

「易學:易占之學」原理暨應用 / 劉

家銘 , 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 .-- 第一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江

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7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967-0-7 (平裝) NT$500  

1.易經 2.易學 3.研究考訂  121.17  

明公啟示錄 : 范明公解儒學六藝 : 中

華精英的蒙學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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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96-17-9 (第 2 冊:平裝) NT$300  

1.儒家 2.儒學  121.2  

論語全注本 / 蘇明來注解 .-- 初版 .-- 

新北市 : 蘇氏國學書局, 11009 .-- 7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22-3-

7 (平裝) NT$65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孔子真面目 : 2500 年來的謊言 / 黃文

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9248-6 (平

裝) NT$450  

1.(周)孔丘 2.學術思想  121.23  

學庸實用智慧 / 曾仕強, 曾仕良著 .-- 

新北市  : 中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龍馬系

列 ; 2) .-- ISBN 978-986-99238-3-5 (平

裝) NT$350  

1.學庸 2.注釋  121.252  

孟子全注本 / 蘇明來注解 .-- 初版 .-- 

新北市 : 蘇氏國學書局, 11009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22-1-

3 (平裝) NT$850  

1.孟子 2.注釋  121.262  

荀子「天人分合」之哲學思想 / 金

春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26-2 (平裝) 

NT$450  

1.(周)荀況 2.荀子 3.研究考訂 4.學術

思想  121.277  

老子全注本 / 蘇明來注解 .-- 初版 .-- 

新北市 : 蘇氏國學書局, 110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22-2-

0 (平裝) NT$450  

1.老子 2.注釋  121.311  

即身成道 : 老子的工夫論 / 莊昭龍編

註 .-- 初版 .-- 臺北市 : 元天中醫診所, 

11007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099-2-9 (精裝) NT$120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明公啟示錄 :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一, 從帛書<<老子>>談人生修行

法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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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96-20-9 (平裝) 

NT$30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道德經中的佛法奧義 : 阿西老師談

道德經中的佛陀智慧 / 陳博正編著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大 千 出 版 社 , 

11008 .-- 464 面; 21 公分 .-- (眾佛學 ; 

WS1101) .-- ISBN 978-957-447-364-9 

(平裝) NT$45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莊子時空詩學研究 / 許端容著 .-- 臺

北市 : 伴三工作室, 110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590-3-2 (平

裝)  

1.莊子 2.研究考訂 3.詩學 4.詩評  

121.337  

毓老師講<<春秋繁露>>. 第二部 / 愛

新覺羅毓鋆講述 ; 許晉溢整理 .-- 初

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10 .-- 冊 .-- (奉元

講義 ; 10) .-- ISBN 978-986-06924-3-3 

(全套:平裝) NT$1500  

1.(漢)董仲舒 2.春秋繁露 3.學術思想 

4.注釋  122.141  

宋學概要 / 夏君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48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74) .-- 

ISBN 978-986-0799-25-5 ( 平 裝 ) 

NT$650  

1.理學  125  

性情與愛情 : 新儒家三大師相關論

說闡微 / 黃兆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0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1863-

3 (平裝) NT$800  

1.新儒學  128  

廣大和諧 : 比較哲學與文化 : 紀念方

東美先生誕辰雙甲子 = In memory of 

Thome Fang : 1899-2019 / 孫智燊主

編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008 .-- 

60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522-4-6 (平裝) NT$500  

1.方東美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7  

西洋哲學 

讓尼采當你的心理師 : 學習如何以

最快樂的方法享受痛苦、成為超人,

從 此 不 再 被 情 緒 左 右  / 朱 賢 成

(주현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621-8-4 (平

裝) NT$420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自尊  

147.66  

世界與人 : 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 / 

游淙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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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臺大哲學叢書 ; 19) .-- ISBN 978-986-

350-470-2 (平裝) NT$410  

1.胡塞爾(Husserl, Edmund, 1859-1938) 

2.學術思想 3.現象學 4.現象心理學  

147.71  

存在與時間讀本  / 陳嘉映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84-9 ( 平 裝 ) 

NT$320  

1.海德格爾(Heidegger, Martin, 1889-

1976)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72  

海德格傳 : 其人與其世代的激情與

災難  / 呂迪格 .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 ; 連品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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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1008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27-7 (平裝) NT$650  

1.海德格爾(Heidegger, Martin, 1889-

1976) 2.學術思想 3.哲學 4.傳記 5.德

國  147.72  

形上學；玄學 

形上學要義 / 彭孟堯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259-1 (平裝)  

1.形上學  160  

<<0 維 的 宇 宙 >> 絕 對 空 間 考  : 0-

dimensional universe : absolute space test 

/ 劉洪均 Samo Liu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39-

117-4 (精裝) NT$350  

1.自然哲學 2.宇宙論  163  

因果大革命 / 王一奇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264 面; 19 公分 .-- (文明叢

書) .-- ISBN 978-957-14-7254-6 (平裝)  

1.因果 2.人生哲學  168.7  

心理學 

夢,通往生之泉源 : 榮格取向解夢實

務手冊  / 艾德華.惠特蒙(Edward C. 

Whitmont), 席 薇 亞 . 佩 雷 拉 (Sylvia 

Brinton Perera)著 ; 王浩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PsychoAlchemy ; 30) .-- ISBN 978-986-

357-215-2 (平裝) NT$480  

1.分析心理學 2.解夢  170.181  

我們的情緒. 8, 開心無比的艾洛伊 / 

科奇卡(Kichka)文 ; 蘇菲.波姆(Sophie 

Bouxom)圖 ; 王晶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009 .-- 32 面; 24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17-96-0 (精裝)  

1.兒童心理學 2.情緒 3.繪本  173.1  

三十三歲的逆襲 : 在不夠完美的人

生裡,我允許自己軟弱卻依然認真生

活 / 徐妍珠著 ; 張雅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26) .-- ISBN 978-957-13-

9221-9 (平裝) NT$380  

1.成人心理學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

導  173.3  

看穿人心的小動作 : 生活中常見的

100 種小動作觀人術!從不經意的小

動作看出他/她在想什麼 / 匠英一著 ; 

簡中昊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3 公

分 .-- (知的 ; 30) .-- ISBN 978-626-

7009-57-4 (平裝) NT$380  

1.個性 2.行為心理學 3.肢體語言  

173.7  

個性 : 如何自我實現,成為你想成為

的 自 己  / 克 莉 絲 蒂 娜 . 伯 恩 特

(Christina Berndt)著 ; 王榮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ISBN 978-957-13-

9255-4 (平裝) NT$360  

1.人格心理學 2.個性 3.自我實現  

173.7  

內向者的優勢 : 安靜的人如何展現

你的存在,並讓別人聽你的 / 希薇亞.

洛肯(Sylvia Löhken)著 ; 王榮輝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12-42-0 (平裝) 

NT$380  

1.內向性格 2.生活指導 3.人際關係  

173.73  

擁抱高敏感的自己 : 消除生活中的

緊張不安,與纖細感性和平共處 / 西

脇俊二著 ; 楊毓瑩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

773-7 (平裝)  

1.神經質性格 2.精神醫學 3.生活指

導  173.73  

九型人格的成長練習 : 成為自己,從

看見上帝眼中的你開始  / 庫恩(Ian 

Morgan Cron), 史塔比(Suzanne Stabile)

作 ; 羅吉希, 汪瑩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871-

9 (平裝)  

1.人格心理學 2.人格特質  173.75  

除了瘟疫,還有人性在挑戰! / 許瑞琳, 

王盈彬, 劉又銘, 周仁宇, 李俊毅, 彭

奇章, 蔡榮裕, 單瑜作 .-- 一版 .-- 高雄

市  :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019-5-4 (平裝) NT$380  

1.精神分析學 2.政治思想 3.傳染性

疾病 4.文集  175.7  

靈魂修理師 : 遇見無法逃離「自覺

不完美」情緒而壞掉的人 / 阿爾弗

雷德.阿德勒作 ; 高子晴, 楊文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20) .-- ISBN 978-

986-06375-9-5 (平裝) NT$350  

1.精神分析學 2.精神官能症  175.7  

七種指導靈 / 賈米莉.潔穆賈(Yamile 

Yemoonyah)著 ; 非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78-8 (平裝) NT$420  

1.超心理學 2.通靈術 3.靈修  175.9  

日常對話心靈指引卡 = Daily self-talk 

spirit of the guide card / Mo Jhen 芸子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維度°壹参壹柒

出版  : 圖發起享創意工作室發行 , 

11009 .-- 12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06902-0-0 (精裝) NT$1450  

1.心靈學 2.靈修  175.9  

神奇的西瓦心靈圓夢術 : 突破極限,

實現你不敢奢求的人生 / 荷西.西瓦

(José Silva), 菲利浦.米勒(Philip Miele)

著 ; 陳師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New life ; 22) .-- ISBN 978-

986-5496-31-9 (平裝) NT$360  

1.超心理學 2.心靈學  175.9  

這才是吸引力法則 : 希克斯與亞伯

拉罕的靈性對話  / 伊絲特 .希克斯

(Esther Hicks), 傑 瑞 . 希 克 斯 (Jerry 

Hicks)著 ; 嚴麗娟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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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2-41-3 (平裝) NT$300  

1.心靈學 2.靈修  175.9  

靈魂寫真卡使用指南 = Soul portrait 

card guidebook / 古馗言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古馗言, 11008 .-- 201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4-1 (平裝) 

NT$2150  

1.超心理學 2.心靈療法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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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人性 : 活化超感知和身心系統,

過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 史提夫.

畢度夫著 ; 心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250-0 (平裝) NT$380  

1.超感知覺 2.自我實現  176.28  

認知覺醒 :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 / 

周嶺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光體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好日子 ; 

4) .-- ISBN 978-986-99855-8-1 (平裝) 

NT$360  

1.認知心理學 2.自我實現 3.成功法  

176.3  

東大生的強者思維特訓課 : 提升記

憶、表達、分析、創造力,不只考高

分,任何事都學得快、做得好! / 西岡

壱誠著 ; 楊毓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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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

刊叢書 ; BW0781) .-- ISBN 978-626-

7012-52-9 (平裝) NT$360  

1.思維方法 2.成功法  176.4  

造局者 : 思考框架的威力 / 庫基耶

(Kenneth Cukier),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德 菲 爾 利 科 德

(Francis de Véricou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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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17) .-- ISBN 978-

986-525-240-3 (精裝) NT$500  

1.認知心理學 2.思維方法 3.推理  

176.4  

減法的力量 : 全美最啟迪人心的跨

領域教授,帶你發現｢少,才更好｣ / 雷

迪 .克羅茲(Leidy Klotz)作  ; 甘鎮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84 面; 21 公分 .-

- (人文 ; 153) .-- ISBN 978-986-134-

394-5 (平裝) NT$450  

1.自我實現 2.思考 3.生活指導  

176.4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 解讀情緒的密

碼 / 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作 ; 易

之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Holistic ; 145) .-- ISBN 

978-986-357-216-9 (平裝) NT$380  

1.情緖 2.人際關係  176.5  

你可以不要怕孤獨,要從孤獨中產生

力量 : 7 個孤獨的效用,積極孤獨的七

大步驟 / 小川仁志著 ; 吳乃慧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232 面; 21 公分 .-- (生

活美學 ; 76) .-- ISBN 978-986-398-706-

2 (平裝) NT$300  

1.孤獨感 2.人生哲學  176.52  

我忍你,已經很久了! : 學會剛剛好的

生氣,放過自己不再看誰臉色,也不在

乎任何人情緒 / 姜賢植, 崔恩惠著 ; 

陳聖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35-6 (平

裝) NT$30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176.52  

別把自己逼太緊 : 精神科醫生寫給

過度努力的你 / 朴鐘錫著 ; 何汲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K 原創 ; 

18) .-- ISBN 978-986-179-680-2 (平裝) 

NT$380  

1.抗壓 2.工作壓力 3.人際關係  

176.54  

引爆潛能 : 喚醒你心中沉睡的巨人 / 

安東尼 .羅賓著 (Anthony Robbins)原

著 ; 蕭祥劍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全方位心理叢書 ; 

41) .-- ISBN 978-986-06755-6-6 (平裝) 

NT$260  

1.潛意識 2.潛能開發  176.9  

潛意識 3.0 : 與器官對話,讓你的人生

升級 / 藤堂博美著 ; 龔婉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方

智好讀 ; 5100143) .-- ISBN 978-986-

175-626-4 (平裝) NT$290  

1.潛意識  176.9  

人間遊戲 :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

動、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 / 艾

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 劉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 1) .-- ISBN 

978-957-0487-67-1 (平裝)  

1.人際傳播 2.人際關係  177.1  

你說的是愛,還是傷害 : 坦率擁抱真

心的 20 個非暴力溝通練習 / 陳亭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

分 .-- (社會心理系列 ; 30) .-- ISBN 

978-626-7014-11-0 (平裝) NT$340  

1.人際傳播 2.溝通技巧  177.1  

TEAMWORK : 轉識成智、卓越領袖

90 天行動計畫 / 莊盛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好野人企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19-0-0 ( 平 裝 ) 

NT$390  

1.成功法 2.領導統御  177.2  

「勇氣」與「財富」的法則 / 小林

昌裕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14) .-- 

ISBN 978-957-741-384-0 ( 平 裝 )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二十幾歲的你,別預支煩惱 : 你該做

的是準備而不是擔憂 / 張雪松, 王郁

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30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779-0 (平裝) NT$399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人生遊戲 : 改變千萬人的成功學始

祖 級 經 典  / 佛 羅 倫 絲 . 辛 (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 周玉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丘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900-0-2 (平裝)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信仰  177.2  

*內在原力 : 9 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

生版本 = Inner force : the key to achieve 

infinite success / 愛瑞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04 面; 21 公

分  .-- (Top ; 13) .-- ISBN 978-986-

06563-3-6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成大事者,懂記仇 : 謝謝那些讓我不

甘心、過不去、被輕視、被欺騙、

被冒犯的一切,把怨恨化成變好的動

力 / 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著 ; 姚

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8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84) .-- ISBN 

978-986-507-497-5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寬恕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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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自己的老闆 : 從心思惟新人類 / 

張淑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心人

類未來學教育訓練有限公司, 11008 .-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7-0-3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抖 S 宇宙先生的 1 分鐘「下單」練

習 : 給跟宇宙下訂單 87 次還沒成功

的你 : 每天 1 句「愛的鞭策」,強運

增幅,人生從此開掛 / 小池浩著 ; アべ

ナオミ繪 ; 楊鈺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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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08 面; 15X15

公分 .-- (Onwards & upwards ; 2) .-- 

ISBN 978-986-06723-2-9 ( 平 裝 )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努力到無能為力,拚搏到感動自己 / 

沐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134) .-- ISBN 

978-986-5543-46-4 (平裝) NT$399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每日一點負能量 / Chloe 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3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29-3 (平裝) NT$2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告別懶惰 : 真懶人寫的懶散擺脫術 / 

智二著 ;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24-

1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即使全世界都在抱團,姐也要走自己

的路 / 格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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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6-198-2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我的事我自己會操心 : 比起擔心,更

要緊握幸福,專注地活好今天 / 崔大

鎬作 ; 陳品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13-9296-7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幸福  177.2  

我要實現願望! : 怦然心動的 28 日吸

引力課程 / 都築真紀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23) .-- ISBN 978-

986-5536-85-5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變現的能力 / 

臨公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15) .-- ISBN 978-

957-741-391-8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我說不,沒有對不起誰 / 曼紐爾.J.史

密斯(Manuel J. Smith)著 ; 歐陽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2 公分 .-

- (Vision ; 213) .-- 經典長銷版 .-- ISBN 

978-986-406-249-2 (平裝) NT$35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177.2  

要你學一點惡魔人設, 是因為要實現

自己的夢想 / 水淼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1008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26-00-7 (平裝) 

NT$2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面對這世界的惡意,我也會活得毫不

客氣! : 我是娘娘腔,也是自己親封的

皇后娘娘;只要敢想像,我可以是任何

模樣。 / 泰辣 T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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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64 面; 21 公分 .-- (麥田航

區 ; 14) .-- ISBN 978-626-310-075-6 (平

裝) NT$399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 萬特特

等著 .-- 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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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36-83-1 (平裝誠品

簽名版) NT$33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善良的逆襲 : 公正且有謀略,精明卻

不使詐,好人不吃土的成功故事 / 大

衛.波戴尼(David Bodanis)著 ; 顏涵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21-0 (平裝) 

NT$399  

1.成功法  177.2  

關於人生,我這樣投資 : 日本傳奇基

金經理人的低風險未來戰略 / 藤野

英人作 ; 黃薇嬪, 林詠純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340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列 ; 57) .-- ISBN 978-626-7014-05-9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變身為自己的大老闆 : 量子能量意

識大躍進 / 張淑珺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有限

公司,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07-1-0 (平裝) NT$2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人際交往的法則 : 連難相處的人都

可以應對的 100 個好習慣 / 理查.譚

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 李曉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

82-9 (平裝) NT$42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15 堂人際關係與

溝通課 / 周談輝, 周玉娥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3-838-0 (平裝) NT$40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就算不能與大家和睦相處,也沒關係 : 

不寂寞也不累,保持你我適當的距離,

讓心更自在的人際關係排毒 / 跳舞

蝸牛(Dancing Snail)著 ; 胡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98-7 (平裝) 

NT$36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諮商技術與實務  / 邱珍琬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98-6 ( 平 裝 ) 

NT$460  

1.諮商 2.諮商技巧  178.4  

諮商理論與技術 / 張匀銘, 林家興, 鮑

順聰, 管貴貞, 施香如, 黃素菲, 鄧志

平, 吳怡珍, 張傳琳, 曹淑華, 喬虹, 許

維素, 王玉珍合著 ; 張雯雯總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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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008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2-2 (平裝) NT$600  

1.諮商 2.諮商技巧  178.4  

治病先醫心 : 心理如何治癒身體,英

國皇家醫學會精神科醫師的身心安

頓之道  / 艾勒斯特 .桑豪斯(Alastair 

Santhouse)著 ;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奇光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506-8-6 ( 平 裝 ) 

NT$450  

1.心理治療 2.身心關係 3.個案研究  

178.8  

傷心的人,請舉手 : 練習接納傷心與

失落,找回前行的勇氣 / 羅子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

司,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87-9 (平裝)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178.8  

寫給年輕人的情緒管理書 / 凱文.谷

澤斯基著 ; 梁若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4 公分 .-- (Creative ; 167) .-- ISBN 

978-986-179-681-9 (平裝) NT$380  

1.心理治療 2.休閒治療法 3.青少年  

178.8  

療癒次級創傷 : 助人工作者的實用

自 癒 策 略  / 楚 蒂 . 吉 伯 特 - 艾 略 特

(Trudy Gilbert-Eliot)著 ; 陳怡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228-9 (平裝)  

1.心理治療 2.創傷後障礙症  178.8  

美學 

家政美學 / 呂家美, 王婉馨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969-0-5 (平裝)  

1.生活美學  180  

倫理學 

先放手,再放心 : 我從<<心經>>學到

的人生智慧 / 吳若權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63-3 (平裝) NT$36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每個人的心「0」距離 / 劉可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3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6-0977-5 (平裝)  

1.人生哲學  191.9  

你現在所收聽的是 : 王一明會客室,

放送人間溫馨情  / 王一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48-4-2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每道傷都是活著的證明 / 阿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67-1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人生觀  191.9  

放棄的力量 : 你贏不了,不是因為你

不夠努力 / 為末大作 ; 秦健五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離城生活工作室 , 

11007 .-- 256 面; 19 公分 .-- (Alter ego ; 

1) .-- ISBN 978-986-06851-0-7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從苦境中轉回 : 101 種帶有力量,能讓

生活美好的思考 / 謙卑詩人(Humble 

the Poet)著 ; 許家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226-5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閒雲、落葉、人 : 存在之謎 / 邵國維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9 .-- 33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33-0 ( 平 裝 ) 

NT$500  

1.人生哲學 2.人生觀  191.9  

焦慮抗體 : 打上淡定疫苗,戰勝心靈

深處的恐懼 / 安旻廷, 馬銀春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8 .-- 3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777-6 (平裝) 

NT$399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悟空與三藏是雙生火焰 : 一本 200%

真人真事的救世書 / 唐三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14-9 (平裝) NT$350  

1.人生觀  191.92  

一流的人,都懂得如何做選擇 / 土井

英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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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36-84-8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92.1  

心的覺醒 : 創命改運,獲得滿足、幸

福與自由生活的 4 個實用準則 / 唐.

米蓋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 珍

妮特.密爾斯(Janet Mills)著 ; 張家瑞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10 .-- 208 面; 21 公分 .-

- (New life ; 23) .-- ISBN 978-986-5496-

36-4 (平裝)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心 靈 探 險 . 二 , 創 造 快 樂  / Nancy 

Ashley 著 ; 楊孟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 496 面; 21 公分 .-- (內在探索 ; 25) .-

- ISBN 978-986-0707-40-3 ( 平 裝 ) 

NT$380  

1.靈修  192.1  

*生活又沒欠你 : 今天很好,明天更好,

後天有你世界會變好 / 康昱生, 呂雙

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31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781-3 (平裝) NT$399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奧修的靜心冥想課 : 21 天的意識鍛

煉 ,幫助你找回真正的自己  / 奧修

OSHO 著 ; Se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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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奧修靈性

智慧 ; 15) .-- ISBN 978-626-310-083-1 

(平裝) NT$320  

1.靈修  192.1  

領導基本 100X 工作實踐 100 : 每天

都是新的始業 / 松浦彌太郎, 野尻哲

也著 ; 楊明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0-168-

8 (平裝)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轉念 : 找到當下的力量,選擇你的人

生,讓心靈自由 / 賴佩霞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10 .-- 320 面; 21 公

分 .-- (心理勵志 ; BBP453) .-- ISBN 

978-986-525-272-4 (平裝) NT$380  

1.靈修 2.修身 3.生活指導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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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 = When you were ascended / 江

慶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江嘉祁, 

11007 .-- 462 面; 21 公分 .-- 學術版 .-- 

ISBN 978-957-43-9115-8 ( 平 裝 ) 

NT$500  

1.靈修 2.文集  192.107  

化「失言」轉成被秒稱讚的 77 個說

話技巧 : 這年頭,說話可以直,但要記

得帶點甜! / 朴真英박진영作 ; 馮燕

珠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

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Ub) .-- ISBN 978-986-5564-41-4 (平裝) 

NT$28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用心說好話 / 陳少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

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溫馨叢書 ; 21) .-- ISBN 

978-957-556-908-2 (平裝)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連卡內基都想學的將心比心說話術 : 

在腦袋想 3 秒再出口,會讓聽的人感

受甜 3 倍! / 富樫佳織作 ; 侯詠馨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4-42-1 (平裝) NT$280  

1.人際傳播 2.溝通技巧 3.說話藝術  

192.32  

摘要力 : 刪掉 9 成重點,比別人強 10

倍的表達力 / 山口拓朗著 ; 吳羽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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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55-0 (平

裝) NT$380  

1.溝通技巧 2.人際傳播 3.說話藝術  

192.32  

宗教類 

總論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臺灣佛教名蹟

寶鑑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 22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45-7 (平裝) NT$500  

1.寺院 2.民間信仰 3.臺灣  208  

佛教 

佛學次第統編 / 楊卓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 6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76) .-- ISBN 978-986-0799-26-2 (平裝) 

NT$900  

1.佛教  220  

釋迦的本心 : 轉生佛陀的大悟 / 大川

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

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24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528-5-7 (平裝) 

NT$380  

1.佛教教理 2.佛教修持  220.1  

你所不知道的佛法 / 常律法師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慈音雜誌社, 11007 .-

- 104 面; 21 公分 .-- (正德叢書) .-- 

ISBN 978-986-99603-2-8 (第 3 集:平裝)  

1.佛教 2.問題集  220.22  

佛光山開山 54 周年年鑑. 2020 = Fo 

Guang Shan 54th anniversary yearbook / 

滿觀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佛光山宗

務委員會發行, 11008 .-- 4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57-590-9 (精裝)  

1.佛光山 2.佛教團體 3.年鑑  220.58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9 / 妙

凡, 程恭讓總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

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1007 .-- 冊 .-- 

ISBN 978-957-457-588-6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57-589-3 (下

冊:平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梵行 : 華嚴經梵行品大意 / 夢參老和

尚主講 ; 方廣文化編輯整理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031-2-7 (精裝)  

1.華嚴部  221.2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

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1007 .-- 

2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

58-7 (第 3 冊:平裝)  

1.方等部  221.3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實義 ; 妙法蓮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門釋義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寶藏釋義 / 寶雲

居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侯劉昆蘭

出版 : 慧森有限公司總經銷, 11007 .-

- 136 面; 30 公分 .-- (藥師山佛學叢書 ; 

26) .-- ISBN 978-957-43-9112-7 (平裝) 

NT$320  

1.般若部 2.法華部  221.4  

妙法蓮華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

什大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964-5 (經

摺裝)  

1.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法華七喻 : 窮子喻. 

叁 / 釋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68 面; 21 公分 .-- (經藏系列) .-- 

ISBN 978-986-06741-3-2 ( 精 裝 ) 

NT$400  

1.法華部  221.5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演講集 / 釋如本

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法王講堂, 

11008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048-21-0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維摩經講義 / 釋厚觀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

基金會, 11008 .-- 冊 .-- ISBN 978-986-

99249-0-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99249-1-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249-2-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249-3-1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9249-4-8 (全套:

平裝)  

1.經集部  221.721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三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58-9-8 ( 平 裝 ) 

NT$300  

1.經集部  221.733  

本生故事精選繪本 / 巴利文大藏經

原著 ; 黃寶生中文原譯 ; 釋聖悔編輯

修訂 ; 尹婷繪圖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1008 .-- 208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9414-96-8 (精裝)  

1.本緣部 2.繪本  221.86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 .-- 新北市 : 玄奘

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48 面; 10

公分 .-- ISBN 978-986-06809-4-2 (經摺

裝) NT$130  

1.密教部  2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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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008 .-

- 208 面 ; 21 公分  .-- (法藏叢書  ; 

C254) .-- ISBN 978-986-06156-9-2 (平

裝) NT$120  

1.密教部  221.96  

完美的終站 : 助念方隅 / 黃根祥作 .-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06809-3-5 (精裝)  

1.生命終期照護 2.佛教修持  224.15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法義注釋本 / 黃

根祥作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

限公司, 110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09-2-8 (精裝)  

1.佛教諷誦 2.佛教儀注 3.佛教法會  

224.3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重訂本 / 黃根祥

作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

司, 110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09-1-1 (精裝)  

1.佛教諷誦 2.佛教儀注 3.佛教法會  

224.3  

慈悲三昧水懺直解 / 釋開藏述 ; 釋道

涵編 .-- [高雄市] : 金剛法林印經會,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經典系

列 ; 5) .-- ISBN 978-986-98754-4-8 (平

裝)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指月 : 佛教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第二屆 /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

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書局有限公司, 11007 .-- 42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5-1864-0 (平裝) 

NT$800  

1.佛教藝術 2.文集  224.507  

了夢 / 日輪金剛上師作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19-4 (平裝) NT$350  

 224.513  

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

應用研究 / 林仁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 文 豐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7-3315-9 (平裝)  

1.佛教音樂 2.敦煌文書  224.53  

十住心義解 /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 

臺北市 : 中華大乘佛學會, 11007 .-- 

460 面; 26 公分 .-- (大乘叢書 ; 第 39

號) .-- ISBN 978-986-88731-9-3 (精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4  

開 始 學 習 禪 修  / 凱 薩 琳 . 麥 唐 諾

(Kathleen McDonald)著 ; 別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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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8 .-- 288 面; 22 公

分 .-- (善知識 ; JB0048X) .-- ISBN 978-

986-06555-9-9 (平裝) NT$320  

1.佛教修持 2.禪定 3.靜坐  225.72  

纯纯之思 : 清澈的思维 / 卢胜彦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009 .-- 248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名:純純之思:清澈的思

維 .-- ISBN 978-986-5551-49-0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7  

一行禪師與孩子一起做的正念練習 : 

灌溉生命的智慧種子  /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 梅 村 社 群 (Plum 

Village Community)著 ; 陳潔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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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8 .-- 328 面; 22 公

分 .-- (眾生 ; JP0146X) .-- ISBN 978-

986-06890-1-3 (平裝) NT$47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半朵花 : 生命探索故事 101 / 覺年法

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831-0-3 (精裝) 

NT$390  

1.佛教修持  225.87  

疫情下的叮嚀 / 釋證嚴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41-8-7 (精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純純之思 : 清澈的思維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009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48-3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7  

唯識宗與應成派宗義抉擇 / 釋則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冊 .-- (博雅集

林. 宗教 ; 9) .-- ISBN 978-957-17-3314-

2 (全套:平裝)  

1.法相宗 2.中觀派  226.2  

看懂禪機 / 呂冬倪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18-21-7 (平裝) NT$150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萬善同歸集(標點本) / (北宋)永明延

壽禪師述 ; 孫劍鋒整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1007 .-- 144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

書 ; B-191) .-- ISBN 978-986-06094-5-5 

(平裝)  

1.禪宗 2.淨土宗 3.佛教說法  226.65  

話頭禪指要  = Essential guidance on 

huatou chan practice / 釋繼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10 .-- 240

面; 21 公分 .-- (智慧人 ; 42) .-- ISBN 

978-957-598-925-5 (平裝)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棒喝 : 禪教你早晨不賴床,白天投

入工作,夜晚歸零 / 平井正修著 ; 葉廷

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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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024-0 (平裝) 

NT$3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現今習近平的所思所想 : 公開靈言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

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

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28-7-1 (平

裝) NT$38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禮讚二十一度母 / 第十二世慈尊灌

頂大司徒巴講授 ; 蓮花法燈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慧眼雜誌社, 11007 .-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9996-3-3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菩薩  

226.96  

菩提道次第略論 / 宗喀巴大師著 ; 大

勇法師譯講 ; 智湛居士筆錄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75) .-- ISBN 978-986-0799-27-9 

(平裝) NT$28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無畏面對死亡  / 喇嘛梭巴仁波切

(Lama Zopa Rinpoche)作 ; 陳易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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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9 .-- 384 面; 22 公分 .-- (經典

開示 ; 31) .-- ISBN 978-986-06096-5-3 

(平裝) NT$43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生死觀  

226.965  

西藏心瑜珈 / 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著 ; 項慧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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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8 .-- 160 面; 21 公

分 .-- (眾生 ; JP0018X) .-- ISBN 978-

986-06555-8-2 (精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瑜伽  

226.966  

人生無處不青山 : 達瓦才仁駐臺十

二年的回憶(2008-2021) / 跋熱.達瓦

才仁口述 ; 蘇嘉宏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 3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711-1-7 (平裝) NT$480  

1.達瓦才仁 2.藏傳佛教 3.回憶錄  

226.969  

*一蓑風雨任平生 : 樹家風 立典範 守

志不動的德慈師父 / 葉文鶯, 陳美羿

等著 ; 王慧萍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 濟 傳 播 人 文 志 業 基 金 會 , 

11007 .-- 352 面; 21 公分 .-- 文庫版 .-- 

ISBN 978-986-06257-2-1 (平裝)  

1.釋德慈 2.佛教傳記  229.63  

正念之鈴 : 從衝突到和平的內在旅

程  / 克 勞 德 . 安 信 . 湯 瑪 士 (Claude 

Anshin Thomas)著 ; 陳敬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耶魯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8 .-- 266 面; 21 公分 .-- 

(生活思想屋 ; H002) .-- ISBN 978-986-

98050-8-7 (平裝) NT$280  

1.湯瑪士(Thomas, Claude, 1947-) 2.佛

教 3.傳記 4.美國  229.8  

道教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 中.英.日翻譯讀

本 / 黃國彰編著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中華關聖文化世界弘揚協會, 社團

法 人 中 華 桃 園 明 聖 經 推 廣 學 會 , 

11007 .-- 54 面; 21 公分 .-- 中英日對

照 .-- ISBN 978-986-99684-2-3 (平裝)  

1.道藏  231  

清靜的智慧 : 清靜經淺釋 / 林榮澤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

出版社出版 : 仁風坊發行, 11007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講義 ; 1) .-- 

ISBN 978-986-99754-2-1 (平裝)  

1.洞神部  231.4  

基督教 

三隻愛逃跑的小羊 / 連敏旭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事業有限公

司, 11007 .-- 64 面; 21 公分 .-- (方百部

親 子 劇 本 系 列 ) .-- ISBN 978-986-

06670-1-1 (平裝)  

1.聖經故事 2.劇本  241  

歡樂有趣的方百部 : 親子聖經故事

劇本集 / 連敏旭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70-2-

8 (平裝)  

1.聖經故事 2.劇本 3.通俗作品  241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 

Ezra Nehemiah Esther / 喬美倫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

出 版  : 臺 北 靈 糧 堂 事 業 處 發 行 , 

11008 .-- 104 面; 21 公分 .-- (每日靈糧

舊約系列 ; 12) .-- ISBN 978-986-0789-

47-8 (平裝)  

1.以斯拉記 2.尼希米記 3.以斯帖記 

4.注釋  241.28  

羅馬書講解 / 謝順道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順道文

集) .-- ISBN 978-986-06644-2-3 (平裝) 

NT$250  

1.羅馬書 2.注釋  241.71  

我如何思考基督教 : 認識魯益師返

璞歸真的信仰 / 魯益師(C. S. Lewis)

作 ; 徐成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出版社, 11010 .-- 3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198-874-0 (平裝)  

1.神學  242  

華人政治神學 : 恢復與調適 / 郭承天

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008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7-442-0 ( 平 裝 ) 

NT$550  

1.神學 2.基督徒 3.政治思想  242  

帝 國 與 上 帝 國  = Empires and the 

empire of God / 黃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文教基金會, 11008 .-- 

29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291-3-7 (平裝)  

1.神學 2.基督教哲學 3.文集  242.07  

流 溢 的 神 性 之 光  / 梅 希 蒂 爾 德

(Mechthild von Magdeburg)著 ; 梁錫江, 

鐘皓楠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985-6 (平

裝) NT$320  

1.天主教 2.基督徒 3.神祕主義  

244.9  

越洋重生 / 雲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

版部, 110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50-843-2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SOZO : 救恩、醫治與釋放 : 與聖父、

聖子、聖靈一同走進自由的旅程  / 

唐娜.締司爾法(Dawna De.Silva), 泰瑞

莎.力普哲(Teresa Liebscher)著 ; 傅子

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465-2-6 (平

裝)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244.92  

來自天國的 WIFI / 高春霖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174 面; 21 公分 .-- (生

活 叢 書 ) .-- ISBN 978-986-06644-1-6 

(平裝) NT$25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活 出 受 造 的 目 的  / 丹 尼 斯 . 林 恩

(Dennis Linn), 莎依拉.法伯肯特.林恩

(Sheila Fabricant Linn), 瑪 竇 . 林 恩

(Matthew Linn)合著 ; 譚璧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008 .-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46-

952-8 (平裝) NT$140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真哪噠香膏 / 莊月娥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莊月娥, 11008 .-- 169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131-8 (平裝) 

NT$260  

1.基督教 2.靈修  244.93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 基礎 1B / 約翰.

桑德福(John Sandford), 寶拉.桑德福

(Paula Sandford)作 ; 林國仁, 劉代華翻

譯 .-- 修訂三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11008 .-- 18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6767-7-0 (平

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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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 2.祈禱 3.信仰治療  244.93  

誰在那頭聽我說? / 卓志錠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卓志錠, 11007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098-

4 (平裝) NT$270  

1.祈禱 2.基督徒  244.93  

醫治釋放 = Healing & deliverance / 楊

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11008 .-- 128 面; 21 公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ISBN 978-986-06298-

9-7 (平裝) NT$12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告別受委屈的自己 : 清理侵蝕關係

的四種情緒債務,給自己沒有虧欠的

愛與關係 / 安迪.史坦利(Andy Stanley)

著 ; 陳雅馨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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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7 .-- 272 面; 21 公分 .-- (Talent 系

列) .-- ISBN 978-986-06832-1-9 (平裝) 

NT$340  

1.基督徒 2.情緒管理  244.98  

為青少年立界線 : 何時該說好,要如

何說不 / 湯森德(John Townsend)作 ; 

秦蘊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出版社, 11009 .-- 3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98-870-2 (平裝)  

1.基督徒 2.親職教育 3.青少年  

244.982  

輕鬆自在學講道 : 從預備講章到宣

講,有效觸動當代聽眾心靈 / 唐納.蘇

努克建(Donald R. Sunukjian)著 ; 謝瑞

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神

學院出版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008 .-- 480 面; 23 公分 .-- 

(實踐神學系列 ; 87) .-- ISBN 978-986-

6355-74-5 (平裝)  

1.教牧學  245.1  

教父學導論 = Introduction to patriarchy 

/ 韓佳博, 黃孔如合著 .-- 臺北市 : 光

啟文化事業, 11008 .-- 冊 .-- (輔大神

學叢書 ; 149) .-- ISBN 978-957-546-

953-5 (上冊 :平裝 ) NT$380 .-- ISBN 

978-957-546-954-2 ( 下 冊 : 平 裝 ) 

NT$340  

1.天主教 2.歷史 3.神學  246.2  

抗衡文化的健康教會 / 王天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運國際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548-1-3 (精裝)  

1.基督教 2.教會 3.教牧學  247  

成聖的面容 : 文生家庭聖人的畫像 / 

Robert P. Maloney 著 ; 左婉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

會, 11009 .-- 1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515-3-2 (平裝)  

1.天主教傳記  249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一位女性前驅 : 

聖安琪梅芝及聖吳甦樂會(1474-1540) 

/ 柯瑞其隆馬松(Querciolo Mazzonis)

著 ; 梁潔芬, 王曉風譯 ; 易守箴校閱 .-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0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46-955-9 (平裝) NT$380  

1.安琪(Angela Merici, Saint, 1474-

1540) 2.聖吳甦樂會 3.天主教傳記 4.

義大利  249.6  

于斌樞機和他的時代 / 雷震遠等著 .-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聞 道 出 版 社 ,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645-4-8 (平裝) NT$360  

1.于斌 2.天主教傳記  249.933  

用白話字傳好消息 : 巴克禮牧師的

故事 / 江淑文文 ; 盧恩鈴圖 .-- 臺南

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

灣教會公報社, 11009 .-- 40 面; 30 公

分 .-- (美好腳蹤 ; 23) .-- ISBN 978-986-

0721-19-5 (精裝) NT$300  

1.巴克禮(Barclay, Thomas, 1849-1935) 

2.神職人員 3.基督教傳記 4.繪本  

249.941  

生命的啟發者 : 羅四維神父學思行

澤 / 顧美俐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夥伴學習

推展中心, 11007 .-- 204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0780-03-1 ( 平 裝 ) 

NT$300  

1.羅四維 2.天主教傳記  249.952  

其他宗教 

民間私藏 : 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

資料彙編. 第四輯 / 王見川, 侯沖, 范

純武, 李世偉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600-41-9 (全套:

精裝) NT$1600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史料 4.中

國  271.9  

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冊 .-- (老乾坤第

一部「乾坤照」 ; 7-) .-- ISBN 978-

986-98357-6-3 (第 1 冊:平裝) NT$420 .-

- ISBN 978-986-98357-7-0 (第 2 冊:平

裝) NT$420  

1.民間信仰  271.9  

*彌勒聖道行. 五十九部曲, 東方帝龍. 

下 =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 

/ 彌勒皇佛作 ; 開慧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06496-2-8 (平裝) NT$320  

1.民間信仰  271.9  

俾爾戩穀 : 臺灣省城隍廟慶祝開基

肇建一四 0 周年紀念專輯 / 謝志一, 

蘇宏仁, 陳光憲, 廖鴻昌, 許文華, 高

正, 王真如主責編校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灣省城隍廟, 

110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0516-1-3 (精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臺灣  272.22  

跟著王爺遶境去 / 王俊昌文 ; 蘇霈芯

圖 .-- [桃園市] : 博識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26 面; 17X1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4166-3-4 (平裝)  

1.民間信仰 2.民俗活動 3.繪本  

272.28  

媽祖文化的傳說故事與形象美學之

研究 : 以元代漕運河海沿岸地區為

例 / 楊佳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8-486-

8 (平裝) NT$420  

1.媽祖 2.文化研究 3.美學  272.71  

有求必應 : 臺灣有應公的鄉野傳奇 / 

許献平著 .-- 臺南市 : 鹽鄉文史工作

室, 110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932-5-9 (平裝) NT$400  

1.寺廟 2.民間信仰  272.79  

南鯤鯓代天府王爺進香 : 特色進香

團 / 黃文博作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

南鯤鯓代天府, 11008 .-- 320 面; 30 公

分 .-- (南鯤鯓文化叢書 ; 32) .-- ISBN 

978-986-98929-4-0 (精裝) NT$500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宗教儀注 4.臺

灣  272.93  

沙鯤漁火.王船再現 : 高雄市茄萣區

白砂崙萬福宮庚子科五朝王醮成果

專輯 / 蘇瑞展, 蘇福男作 .-- 高雄市 : 

白砂崙萬福宮, 11007 .-- 2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7706-1-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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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500 .-- ISBN 978-986-87706-2-1 (精

裝) NT$700  

1.建醮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高

雄市茄萣區  272.94  

神道教超圖解 : 影響日本人生活的

信仰根本 / 澀谷申博著 ; 抹茶糰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8 .-- 128 面; 23 公分 .-- (日本入門

三部曲 ; 3) .-- ISBN 978-986-5515-85-0 

(平裝) NT$380  

1.神道 2.日本  273  

躍入永恆 : 帕帕吉訪談錄 / 彭嘉(H. 

W. L. Poonja)作 ; 李智紅, 孫躍如, 智

原, 顧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

文化, 左守創作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1 公分 .-- (妙高峰上) .-- ISBN 

978-986-06804-2-3 (平裝) NT$500  

1.彭嘉(Poonja, H. W. L.) 2.訪談 3.印

度教 4.靈修  274  

神話 

想 像 的 動 物  / 波 赫 士 (Jorge Luis 

Borges)著 ; 彼德.席斯(Peter Sís)繪圖 ; 

葉淑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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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0-

063-3 (精裝) NT$450  

1.神話 2.動物 3.通俗作品  280  

術數；迷信 

星座美少女. 13, 星座終章 輝光女神 /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 多多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152 面; 21 公分 .-- 

(小公主成長學園系列 ; CFF019) .-- 

ISBN 978-986-0761-09-2 ( 平 裝 )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星領神繪 / 町姐, 楠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吳昱霆, 11007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088-5 (平裝) 

NT$588  

1.占星術  292.22  

心想事成工作術 : 帶你轉換工作能

量,創造全新外境實相 / 英格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529-9-6 (平裝) NT$320  

1.占卜  292.96  

八字命學批示. 110 / 羅山雲總編輯 .-

- 南投縣中寮鄉 :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

宮, 11007 .-- 3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26-7-0 (平裝)  

1.生辰八字  293.1  

開運聖經. 2022 年 / 中華民國宗教弘

法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

書局,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01-0-1 (平裝) NT$25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世界名人命理奇事 / 法雲居士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 

11007 .-- 272 面; 21 公分 .-- (命理生活

新智慧叢書 ; 130) .-- ISBN 978-986-

6441-79-0 (平裝) NT$38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十二宮與六十星系詳解  / 

大耕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

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1007 .-- 

58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06084-8-9 (平裝) NT$880  

1.紫微斗數  293.11  

牛伯伯陪你讀麻衣<石室神異賦> / 

黃崇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

版社, 11008 .-- 192 面; 21 公分 .-- (牛

伯伯陪讀  ; 3) .-- ISBN 978-957-36-

1587-3 (平裝) NT$250  

1.相書  293.2  

形质相学. 第二册, 精通三停相法知

己知彼富贵一生  / 黃国英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科均有限公司, 11007 .-

- 160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形質相

學: 精通三停相法知己知彼富貴一

生 .-- ISBN 978-986-99168-2-0 (精裝) 

NT$4250  

1.相書  293.2  

形质相学. 第一册, 相由心生一目了

然的人生智慧 / 黄国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均有限公司, 11007 .-- 128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形質相學 .-- 

ISBN 978-986-99168-1-3 ( 精 裝 ) 

NT$4250  

1.面相  293.21  

三元玄空大卦擇日祕法辯證 / 羅添

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328 面; 21 公

分 .-- (堪輿叢書 ; 1093) .-- ISBN 978-

986-99635-6-5 (平裝) NT$500  

1.堪輿 2.擇日  294  

陽宅奧秘三十天快譯通 / 於光泰作 .-

- 初版 .-- 桃園市 : 於光泰, 11008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38-7 (精裝) NT$1200  

1.相宅  294.1  

金枝 : 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 詹姆斯.喬

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 ; 汪

培基, 徐育新, 張澤石譯 .-- 1 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經典名著文庫 ; 145) .-

- ISBN 978-986-522-993-1 (上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986-522-994-8 (下

冊:平裝) NT$680  

1.巫術 2.原始宗教  295  

與天使連結 : 如何看見、聽見和感

覺你的天使 / 凱爾.葛雷(Kyle Gray)

著 ; 周家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32) .-- ISBN 978-986-06291-6-3 (平裝) 

NT$340  

1.通靈術 2.天使  296  

十三月亮曆之波符與城堡 : 進入你

的生命之流 / 陳盈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75-7 (平裝) NT$680  

1.曆法 2.預言  298.12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下, 玉山小

飛俠、番婆鬼、椅仔姑......16 則稀奇

古怪的神祕傳說 / 臺北地方異聞工

作室作 ; 莊予瀞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故

事館) .-- ISBN 978-626-7000-08-3 (平

裝) NT$320  

1.妖怪 2.通俗作品 3.臺灣  298.6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上, 風婆、

燈猴、大鬼湖之主......14 則令人吃驚

的奧妙傳說 /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作 ; 莊予瀞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故

事館) .-- ISBN 978-626-7000-07-6 (平

裝) NT$320  

1.妖怪 2.通俗作品 3.臺灣  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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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總論 

活在我們的星球 / 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 喬 尼 . 休 斯 (Jonnie 

Hughes)著 ; 陳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204-0 (平裝)  

1.環境保護 2.自然史 3.生物多樣性  

300.8  

玩不膩的 STEAM 科學好奇實驗室 / 

安潔雅.斯卡佐.伊(Andrea Scalzo Yi)

作 ; 胡欣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986-371-312-

8 (平裝)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藏在檸檬裡的科學 / 塞西樂.朱格拉, 

傑克.吉夏爾作 ; 羅鴻.西蒙繪 ; 陳怡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338-416-

8 (精裝) NT$300  

1.檸檬 2.科學實驗 3.通俗作品  

303.4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10 年

至 113 年) .-- 臺北市 : 科技部, 11007 .-

- 1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36-28-5 (平裝)  

1.科學技術 2.國家發展 3.計畫發展  

306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10 年

至 113 年)附錄 .-- 臺北市 : 科技部, 

11007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6-29-2 (平裝)  

1.科學技術 2.國家發展 3.計畫發展  

306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年 報 . 109 = 

NTSEC annual report / 吳中益主編 .-- 

臺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 

11007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48-1 (平裝) NT$250  

1.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06.833  

萬物理論 / 胡萬炯著 .-- 增訂四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44-6 (平裝) NT$200  

1.科學 2.文集  307  

(STEAM 啟動)發明俱樂部. 1, 嶄新的

發明時代來臨! / 栗原吉治文.圖 ; 李

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9 .-- 88 面; 21 公分 .-- (繪童話) .-

- ISBN 978-986-5593-74-2 ( 平 裝 ) 

NT$32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STEAM 啟動)發明俱樂部. 2, 飛向變

化多端的世界! / 栗原吉治文.圖 ; 李

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9 .-- 96 面; 21 公分 .-- (繪童話) .-

- ISBN 978-986-5593-75-9 ( 平 裝 ) 

NT$32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一定要知道的怪奇科學 : 恐懼是很

重要的感覺 / 竹內薰著 ; 黃郁婷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1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03-5-5 (平裝) NT$380  

1.科學 2.恐懼 3.通俗作品  307.9  

豆芽君,加油! / 保冬妮著 ; 俞然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2-

4 (精裝) NT$250  

1.科學 2.綠豆 3.繪本  307.9  

我和影子 / 保冬妮著 ; 馮建霞繪 .-- 新

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5-5 (精

裝) NT$250  

1.科學 2.繪本  307.9  

你看到了什麼 / 保冬妮著 ; 洪俊繪 .-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4-

8 (精裝) NT$250  

1.科學 2.繪本  307.9  

身體上的洞洞 / 保冬妮著 ; 李蓉繪 .-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6-

2 (精裝) NT$250  

1.科學 2.人體學 3.繪本  307.9  

和泡泡一起飛 / 保冬妮著 ; 抱抱小枕

頭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97-9 (精裝) NT$250  

1.科學 2.繪本  307.9  

迎戰烈火棕熊 / Wilson Lew 作 ; 山頂

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160 面; 

23 公分 .-- (X 極限挑戰王) .-- ISBN 

978-986-0761-12-2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晒一晒 / 保冬妮著 ; 王雅楠繪 .-- 新

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8-6 (精

裝) NT$250  

1.科學 2.繪本  307.9  

發明王多利茲的好點子事務所. 2 : 發

揮創意,解決問題,拯救貓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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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7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02-888-6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搗蛋的靜電 / 保冬妮著 ; 洪俊繪 .-- 新

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99-3 (精

裝) NT$250  

1.科學 2.靜電學 3.繪本  307.9  

躲貓貓的水精靈 / 保冬妮著 ; 抱抱小

枕頭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93-1 (精裝) NT$250  

1.科學 2.水 3.繪本  307.9  

萬獸之王. i 運動篇. 2 / X 探險隊故事

團作 ; 黑墨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010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探

險隊 ; II) .-- ISBN 978-986-0761-11-5 

(第 2 冊: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生

物篇. 5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9245-6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地

科篇. 5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9247-0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理

化篇. 5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9246-3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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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然科學歷史探險  / Thaleungsak 

Laungsarn 文  ; Thana Reungpatchara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176 面; 26 公分 .-- (神祕

知識漫畫系列) .-- ISBN 978-957-658-

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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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職完全攻略 / 

高偉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

585-0 (平裝)  

1.數學  310  

初等數學 / 程守慶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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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7-191-4 (平裝) NT$480  

1.數學  310  

跟著清大教授學數學 : 數學中發現

奧秘 / 宋瓊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 (知識館 ; K015) .-- ISBN 978-986-

06862-2-7 (平裝)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跟著清大教授學數學 : 生活中發現

數學 / 宋瓊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 (知識館 ; K014) .-- ISBN 978-986-

06862-1-0 (平裝)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褲子小偷. 2, 怪物王國的數學冒險之

旅 / 小室尚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96

面; 21 公分 .-- (三采兒童館) .-- ISBN 

978-957-658-628-6 (平裝) NT$32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微積分經典速成 / 陳仕軒, 陳又豪編

著 .-- 四版 .-- 新竹市 : 偉文出版社, 

11008 .-- 5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739-0-6 (平裝) NT$65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概要 / 楊光武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28-1 (平裝) NT$360  

1.微積分  314.1  

圖論初體驗 / 孫一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28-1 (平裝) NT$350  

1.圖論  314.89  

演算法實戰筆記 : 求職時無往不利

的演算法解題框架和技巧 / 付東來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856-5 ( 平 裝 ) 

NT$720  

1.演算法  318.1  

解讀資料的統計基礎 / 江崎貴裕作 ; 

温政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82-9 (平裝) 

NT$599  

1.數理統計  319.5  

實驗設計 / 張國華作 .-- 二版 .-- 臺中

市 : 滄海書局, 11008 .-- 432 面; 26 公

分 .-- (滄海書碼) .-- ISBN 978-986-

363-138-5 (平裝)  

1.數理統計  319.56  

電腦資訊科學 

輕鬆學 Google 雲端應用 / 全華研究

室,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 五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16-8 (平裝) NT$380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學 好跨平 台網 頁設計  : HTML5、

CSS3 、 JavaScript 、 jQuery 與

Bootstrap5 超完美特訓班 / 文淵閣工

作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5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907-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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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科大四技)程式設計實習完全攻

略 / 劉焱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

583-6 (平裝)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用 Raspberry Pi Pico x Python 玩創客 / 

施威銘研究室作 .-- 臺北市 : 旗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81-2 (平裝) 

NT$999  

1.電腦程式設計 2.Python(電腦程式

語言)  312.2  

C 語言程式設計 : 入門與實務演練 / 

吳卓俊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6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17-5 (平

裝附光碟片)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C 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 / 陳會安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5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3-814-4 (平裝附光

碟片)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最輕巧前端框架首選 : Vue.js 完整專

案開發實作 / 聚慕課教育研發中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76-23-2 (平裝) 

NT$780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網頁設計師必備!JavaScript 第一次學

就上手 / 陳惠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890-

9 (平裝)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Python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入門 : 使用

Microsoft Azure 雲端服務 = Practical 

Python AI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 

using Azure cognitive services / 蕭國倫, 

姜琇森, 羅云涔, 章家源, 劉耘圻, 劉

憶蓁, 何霆鋒編著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17-1 (平裝) 

NT$69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文 科 生 也 可 輕 鬆 學 習 網 路 爬 蟲  : 

Python+Web Scraper / 陳會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906-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使用 Python 實作機器學習 / 饒瑞佶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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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2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995-8-1 (平裝) NT$3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初學 Python 的第一本書 : 從基本語

法到模組應用 / 林志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4-850-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資料處理 : 使用 Python 語言 / 林進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59-9 (平裝) 

NT$5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Python / 吳燦銘, 胡

昭民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848-0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演算法  

312.32P97  

3ds Max 2021 遊戲建模與動畫設計 / 

張家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38-2 (平

裝) NT$550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3ds Max 實務操作手冊 / 許村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7 .-- 3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0-537-5 ( 平 裝 ) 

NT$490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TQC+AutoCAD 2022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21-2 (平裝附光碟片)  

1.AutoCAD 2022(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TQC+AutoCAD 2022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8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901-2 (平裝)  

1.AutoCAD 2022(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Excel VBA 職場即用 255 招 : 不會寫

程式也能看懂的 VBA 無痛指導  / 

Excel Home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電

腦人文化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2049-19-8 (平裝) 

NT$42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自動化作業 : 使用巨集與 VBA 

/ 古川順平著 ; 陳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891-6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 Microsoft 

Excel Expert(Excel and Excel 

2019)Exam MO-201 / 王仲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902-9 (平裝)  

1.EXCEL 2019(電腦程式) 2.考試指南  

312.49E9  

統計學與 Excel 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 

/ 王文中, 錢才瑋作 .-- 七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

849-7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學校老師沒教的 Excel 最強教科書 : 

解決你業務量過多、對數字不拿手、

報告抓不到重點! / 林學著 ; 李友君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

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68) .-- ISBN 978-986-5564-39-1 (平裝) 

NT$28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Oracle 資料庫 SQL 學習經典 / 辜輝趂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4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909-8 (平裝)  

1.ORACLE(電腦程式) 2.SQL(電腦程

式語言) 3.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49O6  

IoT 物聯網應用  : 使用 ESP32 與

Arduino C 程式語言 / 尤濬哲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1-7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物聯

網  312.52  

React 思考模式 : 從 hook 入門到開發

實戰 / 張家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18-

8 (平裝) NT$50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網頁設計  

312.52  

Docker 技術者們必讀 : 容器實戰手冊 

/ Elton Stoneman 作 ; 李龍威, 葉怡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5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12-679-9 ( 平 裝 ) 

NT$680  

1.作業系統 2.軟體研發  312.54  

IT 進階修煉 : Kubernetes 容器雲全方

位應用 / 閆健勇, 龔正, 吳治輝, 劉曉

紅, 崔秀龍, 趙玲麗, 何通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539-9 (平裝) NT$500  

1.作業系統  312.54  

大師功力再昇華 : 實作 Linux 核心偵

錯及實戰演練 / 笨叔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776-20-1 (平裝) NT$880  

1.作業系統  312.54  

大師養成起手式 : 從核心真正了解

Linux 運作原理 / 笨叔陳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16-4 (平裝) NT$880  

1.作業系統  312.54  

Power BI 最強入門 : 大數據視覺化+

智慧決策+雲端分享王者歸來(全彩) 

/ 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24-9 (平

裝) NT$620  

1.大數據 2.資料探勘  312.74  

R 語言與資料分析 / 慎思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11-3 (平裝附光碟片)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數據分析建模的理論與實務 / 顏春

煌, 曾展鵬, 張嘉祜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008 .-- 4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50-0-8 (平

裝) NT$500  

1.大數據 2.資料探勘  312.74  

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 / 彭偉鎧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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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0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852-7 (平裝) NT$450  

1.資訊安全 2.個案研究  312.76  

After Effects Expression 全面解剖 : 由

淺入深極速上手 AE 頂層技術 / 白乃

遠, 趙國松, 陳冠鵬, 黃文興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40-5 ( 平 裝 ) 

NT$550  

1.多媒體 2.數位影音處理 3.電腦動

畫  312.8  

Premiere CC 視訊影音剪輯設計寶典 / 

趙雅芝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009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482-9 (平裝)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12.8  

Premiere CC 影音視訊武功祕笈 / 數

位內容工作室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9 .-- 5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80-147-4 (平裝)  

1.多媒體 2.數位影音處理 3.數位影

像處理  312.8  

動畫輕鬆做 iClone 全功能實戰攻略 / 

張嘉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41-2 (平

裝) NT$560  

1.iClone(電腦程式) 2.電腦動畫 3.電

腦遊戲 4.電腦程式設計  312.8  

虛擬實境的商業化應用 : 遠比現實

世界自由的 VR 世界 / 楊浩然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8 .-- 2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774-5 (平

裝) NT$320  

1.虛擬實境  312.8  

AI 人工智慧導論 : 理論、實務及素

養 / 葛宗融, 余執彰, 張元翔, 李國誠, 

許經夌, 陳若暉, 蕭育霖, 連育仁, 倪

晶瑋, 石栢岡, 陳民樺, 吳昱鋒, 林俊

閎, 高欣欣, 蔡鐘慶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971-9 (平裝) NT$320  

1.人工智慧  312.83  

AI 到底在夯什麼 / 王煦棋, 楊岳平, 

王紀軒, 徐珮菱, 韓政道, 熊全迪, 朱

宸佐編著 .-- 一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

出版社, 110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1-0-2 ( 平 裝 ) 

NT$350  

1.人工智慧  312.83  

人類 AI 複合體經濟 : 全球數據財富

權力的深度重塑  / 柳振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3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79) .-- ISBN 978-986-0799-30-9 

(平裝) NT$320  

1.人工智慧 2.經濟社會學  312.83  

生成對抗網路最精解 : 用 TensorFlow

實作最棒的 GAN 應用 / 廖茂文, 潘志

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76-21-8 (平裝) 

NT$780  

1.人工智慧  312.83  

深度學習 最強入門邁向 AI 專題實戰 

/ 陳昭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26-3 (平

裝) NT$1200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12.83  

Photoshop 超完美入門 / Yumi Makino

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0-

4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創意百分百!Photoshop 超人氣編修與

創意合成技巧 / 楠田諭史作 ; 李明純, 

黃珮清, 吳嘉芳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

683-6 (平裝) NT$550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機器視覺技術 / 陳兵旗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

公司, 11009 .-- 3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55-4 (平裝) 

NT$700  

1.數位影像處理 2.演算法  312.837  

網頁設計寶典. 下, Django 網站開發

案例 / 高慧君, 魏仲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97-9 (平裝) NT$45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91695  

輕 鬆 搞 定 商 業 簡 報 製 作  : 

PowerPoint(適用 2016 版&2019 版) / 

林文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905-0 (平裝)  

1.PowerPoint 2019(電腦程式)  

312.949P65  

資料結構導論 : C 語言實作 / 張真誠, 

蔡文輝, 胡育誠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

840-3 (平裝附光碟片) NT$580  

1.資料結構 2.C(電腦程式語言)  

312.973  

天文學 

宇 宙 大 圖 鑑  = Visual book of the 

universe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

秀, 黃經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4 公分 .-- (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

列)(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4) .-- ISBN 

978-986-461-256-7 (平裝) NT$630  

1.天文學 2.宇宙  320  

學霸才知道 : 宇宙新鮮事 / 智慧鳥著.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00-9 (平裝) 

NT$360  

1.天文學 2.宇宙 3.通俗作品  320  

出發!航向太陽系 / 劉益廷文 ; 朱家

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5-930-0 (平裝) 

NT$450  

1.太陽系 2.行星 3.通俗作品  323.2  

閃耀夜空的月亮 : 地球的好朋友 / 史

塔奇 .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作 ; 

史蒂芬.路易斯(Stevie Lewis)繪 ; 謝靜

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009 .-- 4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643-1-7 (精裝) NT$320  

1.月球 2.通俗作品  325  

太空漫遊 : 探索千變萬化的星系,盡

情漫遊宇宙! / 班.赫柏德(Ben Hubbard)

著 ; 迪納摩有限公司(Dynamo Limited)

繪 ; 曾秀鈴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009-54-3 (精裝) 

NT$570  

1.太空科學 2.天文學 3.通俗作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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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圖解.生活氣象學 : 大氣科學博

士為你解析 72 個必懂氣象關鍵詞!從

全球氣候到臺灣特有氣象,一次搞懂

神奇有趣的大氣現象 / 楊憶婷作 ; 竹

君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09-8 (平裝)  

1.氣象學  328  

雲圖鑑 / 田中達也著 ; 黃郁婷翻譯 .-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3 公分 .-- (自然圖

鑑 ; 6) .-- ISBN 978-626-7009-41-3 (平

裝) NT$450  

1.雲 2.圖鑑  328.62025  

物理 

物理實驗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物理

教學小組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750-0 (平裝) NT$325  

1.物理實驗  330.13  

物理學家的科學講堂 : 理解科學家

的思考脈絡,掌握世界的定律與真理 

/ 田中幸, 結城千代子著 ; 陳識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1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4-842-3 (平裝)  

1.物理學 2.歷史 3.科學家  330.9  

基本電學 / 吳朗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009 .-- 4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3-139-2 (平裝)  

1.電學  337  

基 本 電 學 講 義  =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 朱堃誠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14-68-6 (平裝) NT$540  

1.電學  337  

原子能應用 : 粒子迴旋加速器對建

築物材料受中子活化之影響 / 蕭展

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31-6 ( 平 裝 ) 

NT$200  

1.粒子加速  339.49  

化學 

(警專入學考)警專化學 : 滿分這樣讀 

/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573-7 (平裝)  

1.化學  340  

*化學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筑茵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1 公

分 .-- (觀念伽利略 ; 1) .-- ISBN 978-

986-461-253-6 (平裝) NT$320  

1.化學  340  

普通化學 / Karen C. Timberlake 原著 ; 

王正隆, 林秀雄, 涂育聖, 黃兆君, 溫

雅蘭, 潘文彬, 魏麗梅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008 .-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293-3 (平裝)  

1.化學  340  

分析化學實驗 / 駱錫能, 陳翠瑤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57-9 (平裝) 

NT$400  

1.分析化學 2.化學實驗  347.3  

*週期表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筑

茵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1

公分 .-- (觀念伽利略 ; 2) .-- ISBN 978-

986-461-254-3 (平裝) NT$320  

1.元素 2.元素週期表  348.21  

地質學 

學霸才知道 : 地球新鮮事 / 智慧鳥著.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03-0 (平裝) 

NT$360  

1.地球科學 2.通俗作品  350  

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 . 109 年度  = 

Marketing survey report of sand and 

gravel. 2020 /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管理

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礦

務局, 11007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94-8 (平裝) NT$360  

1.砂石 2.調查統計  355.6  

生物學 

生物統計學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

物統計小組彙編 .-- 第五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758-6 (平裝) NT$410  

1.生物統計學  360.13  

起初之後 : 創造論與演化論的探討 / 

解世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77-0-8 (平裝)  

1.演化論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62  

學霸才知道 : 演化新鮮事 / 智慧鳥著.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02-3 (平裝) 

NT$360  

1.演化論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62  

生物變變變活動書 : 著色、思考、

學 演 化  / 沙 賓 娜 . 拉 蒂 瓦 (Sabina 

Radeva), 伊格莉卡.柯德嘉科瓦(Iglika 

Kodjakova)設計.繪圖 ; 徐仕美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254-0 (精裝) 

NT$450  

1.達爾文主義 2.演化論 3.通俗作品  

362.1  

好奇孩子大探索 : 大家好!我們是海

洋中的怪奇生物 / 鈴木香里武作 ; 友

永太郎繪 ; 張東君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160 面; 21 公

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986-

5593-72-8 (平裝) NT$350  

1.海洋生物 2.動物生態學 3.通俗作

品  366.98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 / 陳宏銘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25-4 ( 平 裝 ) 

NT$400  

1.環境微生物學 2.汙水處理  369  

病毒的祕密日記 / 莉莉.拉洪潔(Lilli 

L'arronge)文.圖 ; 張孟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6-82-1 (平裝) NT$300  

1.冠狀病毒 2.病毒學 3.通俗作品  

3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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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免疫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

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12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

986-06944-3-7 (平裝) NT$150  

1.免疫學 2.微生物學  369.85  

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

(考衝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9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957-4-8 (平裝) 

NT$150  

1.免疫學 2.微生物學 3.病理學 4.藥

理學  369.85  

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

(題庫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9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944-8-2 (平裝) 

NT$150  

1.免疫學 2.微生物學 3.病理學 4.藥

理學 5.問題集  369.85022  

植物學 

種子栗栗的尋家記 : EC-SOS 大專校

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繪影團隊 / 黃

鈺涵總編輯  .-- 高雄市  : 黃鈺涵 , 

11007 .-- 48 面; 20X28 公分 .-- ISBN 

978-957-43-9133-2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450  

1.植物 2.繪本  370  

繪本探索書 : 大牙、小 V 找新家 / 楊

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28 面; 26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24-27-0 (平裝)  

1.種子 2.植物 3.學前教育  371.75  

第二弹!微距攝影の野草之花圖鑑 : 

野花草微觀解剖書!更多的香草、食

用以及藥用植物大集合! / 多田多惠

子文 ;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7 .-- 176 面; 17X18 公

分 .-- ISBN 978-986-06634-8-8 (平裝) 

NT$450  

1.被子植物 2.植物圖鑑 3.植物攝影  

376.1025  

民間草藥食用圖鑑 / 劉六郎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3-009-8 (平裝)  

1.藥用植物 2.青草藥 3.食療 4.植物

圖鑑  376.15025  

微距攝影の野草之花圖鑑 : 放大百

倍!微觀身邊野花野草的肌理、構造

與姿態 / 多田多惠子文 ; 陳令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176 面; 17X18 公分 .-- ISBN 978-986-

06634-7-1 (平裝) NT$450  

1.種子植物 2.植物圖鑑 3.植物攝影  

377.0025  

動物學 

噢!原來如此 有趣的臺灣動物小學園 

/ 玉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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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722-8 (平

裝) NT$420  

1.動物 2.漫畫 3.臺灣  385.33  

最有趣的撞臉生物百科 : 生物學博

士教你一個方式不再認錯動物、昆

蟲的生物圖鑑 / 雞蛋博士 The egg 著 ; 

柳南永圖 ; 魏汝安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008 .-- 140

面; 24 公分 .-- (Orange life ; 18) .-- 

ISBN 978-986-99846-6-9 (平裝)  

1.動物圖鑑 2.通俗作品  385.9  

哇!好棒的螢光旅社! / 陳怡君, 張語

恬 , 國防醫學院螢火蟲復育志工團

文 ; 陳怡君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26-1 (平裝) NT$320  

1.螢火蟲 2.通俗作品  387.785  

真的嗎!原來動物這樣喝ㄋㄟㄋㄟ! = 

Really! : that's how animals are feeding! 

/ 陳曉宣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壹

路設計有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94-0-2 (精裝)  

1.哺乳動物 2.繪本  389  

人類學 

人類圖鑑 : 從外貌到文化的多樣性

圖解大全 / Iroha 編輯部作 ; 間芝勇輔

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20 面; 27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48) .-- ISBN 978-986-507-486-9 (精裝) 

NT$350  

1.人類學 2.通俗作品  390  

表面解剖學與觸診技巧 / 陳淑雅, 陳

文英, 張文典, 林彥瑋, 廖麗君, 楊文

傑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008 .-- 3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82-1 (平裝) 

NT$420  

1.人體解剖學 2.觸診  394  

學霸才知道 : 人體新鮮事 / 智慧鳥著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01-6 (平裝) 

NT$360  

1.人體解剖學 2.通俗作品  394  

人如何學會語言? : 從大腦鏡像神經

機制看人類語言的演化 / 麥可.亞畢

(Michael Arbib)著 ; 鍾沛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9 .-- 432 面; 23 公

分 .-- (科學新視野 ; 111) .-- ISBN 978-

626-7012-47-5 (平裝) NT$520  

1.腦部 2.神經語言學  394.911  

大腦簡史 : 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

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

控? / 謝伯讓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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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376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 254) .-- ISBN 978-986-262-501-9 

(平裝) NT$450  

1.腦部 2.演化論  394.911  

人體的 24 小時生活 / 安東尼.皮歐

(Antoine Piau)著 ; 段韻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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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36-9 ( 平 裝 ) 

NT$360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生理解剖(正課班). 第一-九章 / 樂學

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

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4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06771-5-7 (平裝) NT$15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生理解剖(正課班). 第十-十八章 / 樂

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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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06771-6-4 (平裝) NT$15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最新生理學 / 賴明德, 曹瓊方, 李英中, 

王錠釧, 吳芎歷, 沈賈堯, 林秋霜, 戴

瑄, 阮勝威, 張宏州, 王明仁, 張林松, 

林淑玟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4-6 (平裝) 

NT$900  

1.人體生理學  397  

解剖生理學 / 吳求淳, 連文彬, 林自勇, 

鄭麗菁, 蔡佳蘭, 隋安莉, 陳瑩玲, 陳

秀珍, 楊舒如, 賴明德, 施美份, 黃桂

祥, 辛和宗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8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6-0 (精

裝) NT$120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解 剖 生 理 學 講 義  = Anatomy & 

physiology / 鄧志娟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59-3 (平裝) NT$45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醫師國考 Winner : 生理學 / 戴偉哲, 

柯宇謙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圖書出版社, 11008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20-6 (平裝)  

1.人體生理學  397  

生理解剖(題庫班) / 樂學網編輯室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369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44-9-9 (平裝) NT$15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問題

集  397.022  

實 用 彩 色 圖 解 生物 化 學  / Gerhard 

Püschel, Hartmut Kühn, Thomas 

Kietzmann, Wolfgang Höhne, Bruno 

Christ, Detlef Doenecke, Jan Koolman 原

著 ; 顏簡美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8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18-3 (平裝)  

1.生物化學  399  

奇蹟的救命靈藥 : 胰島素發現的故

事 / 蒂亞.庫伯(Thea Cooper), 亞瑟.安

斯伯格(Arthur Ainsberg)著 ; 胡德瑋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8-113-3 (平裝) 

NT$480  

1.戈塞特(Gossett, Elizabeth Hughes, 

1907-1981) 2.胰島素 3.糖尿病  

399.547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生活科技 = Living technology / 王力行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752-4 (平

裝) NT$255  

1.生活科技  400  

工程、技術與 STEM 教育研討會論

文集. 2021 第十屆 = 2021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echonology and STEM 

Education(ETS) / 張基成, 黃悅民, 陳

懷恩, 賴槿峰, 夏至賢編輯 .-- 雲林縣

斗六市 : 社團法人臺灣工程教育與

管理學會, 11007 .-- 31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7817-2-5 (平裝)  

1.工程 2.科技教育 3.文集  403.07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CSR 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 王永壯總

編輯 .-- 新竹市 :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

區管理局, 11008 .-- 14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36-30-8 (精裝)  

1.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施

政報告  406.1  

醫藥 

自 然醫學 與綠 色醫療 產業 發展  = 

Natural medicine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medical industry / 陳良沛作 .-- 高

雄市 : 陳良沛, 11007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9136-3 (平裝)  

1.健康醫療業 2.自然療法 3.產業發

展  410.1655  

藝術與人文在醫學教育中的基本角

色 / Lisa Howley, Elizabeth Gaufberg, 

Brandy King 著 ; 劉克明譯 .-- 高雄市 : 

上鋐書庫有限公司,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14-9-9 (平裝)  

1.醫學教育 2.藝術教育 3.人文教育  

410.3  

好土地照顧好身體 : 向自然學習養

生,哈佛醫學博士的食物、健康與營

養之旅 / 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

著 ; 唐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20 面; 21 公分 .-- (人與土地 ; 31) .-

- ISBN 978-957-13-9229-5 ( 平 裝 ) 

NT$360  

1.健康法 2.永續農業  411.1  

健康真的很重要 / 曼羅.里夫(Munro 

Leaf)圖.文 ; 李律儀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60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427-440-6 (精裝) NT$280  

1.健康法 2.衛生教育 3.通俗作品  

411.1  

3.3 秒的呼吸奧祕 : 失傳吐納技法與

最新科學研究的絕妙旅程 / 詹姆士.

奈斯特(James Nestor)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60 面; 20 公分 .-

- (smile ; 174) .-- ISBN 978-986-0777-

22-2 (平裝) NT$400  

1.呼吸法 2.養生  411.12  

經絡瑜伽對症自療全書 : 中醫經絡

穴道對應瑜伽動作,到位伸展和穴位

按壓打通堵塞氣血,一個動作立刻有

感! / 高村正明著 ; 黃薇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03-5-4 ( 平 裝 ) 

NT$380  

1.瑜伽 2.經穴  411.15  

世界第一好懂!營養素全書 : 你一定

要知道的 3 大營養素 X13 種維生素

X15 種礦物質 X40 種機能性成分 / 牧

野直子監修 ; 蔣君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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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54-3 (平裝) NT$380  

1.營養學  411.3  

實用營養學 / 蔡秀玲, 張振崗, 戴瑄, 

葉寶華, 鐘淑英, 蕭清娟, 鄭兆君, 蕭

千祐合著 .-- 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83-8 (平裝) 

NT$420  

1.營養學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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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全書 / 李幸真, 江淑靜, 林依晴, 

江省蓉, 李銘杰, 吳昀瑾, 周琦淳, 陳

柏方, 易博士編輯部著 .-- 修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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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188-6 ( 平 裝 ) 

NT$500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抗氧化物的奇蹟 : 遠離老化與疾病 / 

萊斯特派克(Lester Packer), 卡羅科曼

(Carol Colman)著 ; 陳芳智譯 .-- 修訂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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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36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43Z) .-- 

ISBN 978-986-06681-5-5 ( 平 裝 ) 

NT$350  

1.自由基 2.維生素 3.營養  411.38  

全方位瑜伽基本功 : 精熟初階及進

階體位法 98 式、調控呼吸、放鬆法

與 冥 想  / 桑 德 拉 . 安 德 森 (Sandra 

Anderson), 羅爾夫.蘇爾克(Rolf Sovik)

著 ; 悅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8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01-76-

4 (平裝) NT$680  

1.瑜伽  411.7  

走路的科學 : 間歇式健走教您正確

有效的走路,提高持久力、肌力、降

三高! / 能勢博著 ; 高慧芳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240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82) .-- ISBN 978-626-7009-60-4 (平裝) 

NT$380  

1.運動健康 2.健行  411.712  

最高睡眠法 / 西野精治著 ; 陳亦苓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0-170-1 ( 平 裝 ) 

NT$35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最強睡眠法 : 掌握「血清素」自然

睡得好!給失眠的你 6 大舒眠原則 X

擺脫睡眠負債,每天都好睡 / 西川有

加子作 ; 呂盈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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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64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18) .-- ISBN 

978-986-289-612-9 (平裝) NT$38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公共衛生概論 / 劉明德, 黃建財, 黃淑

倫, 呂昀霖, 林川雄, 簡伶朱, 薛夙君, 

黃瑞珍, 莊德豐, 馮靜安, 歐陽文貞合

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008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84-5 ( 平 裝 ) 

NT$450  

1.公共衛生學  412  

連 江 縣 衛 生 福 利 年 報 . 109 年  = 

Lienchiang health and welfare report. 

2020 / 池瑞萍總編輯 .-- 連江縣南竿

鄉 : 連江縣政府, 11009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68-17-0 (平裝)  

1.公共衛生 2.福建省連江縣  

412.1231/137  

解析 Codex 2020 年新版食品衛生一

般原則(包含 HACCP 與 GHP)及其在

台灣食品餐飲之應用 / 江易原, 林孟

昱, 許加和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軟體自由協會, 110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929-4-

8 (平裝) NT$300  

1.食品衛生 2.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流行病學 / 劉明德, 馮兆康, 魏美珠, 

薛夙君, 謝芳宜, 謝宜蓁, 王亮懿, 黃

淑倫, 鄭雅愛, 陳怡樺, 金傳春, 詹大

千, 李昌駿, 溫在弘, 楊秋月, 沈志陽, 

楊浩然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81-4 (平裝) 

NT$375  

1.流行病學  412.4  

為你負重前行 : 亞東醫院抗疫實錄 /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著 ; 邱莉燕, 張玉櫻, 

楊倩蓉採訪整理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56 面; 21 公分 .-- (社會

人文 ; BGB513) .-- ISBN 978-986-525-

264-9 (平裝) NT$450  

1.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2.傳染性疾病防制 3.病毒感染  

412.471  

疫重情深 : COVID-19 慈濟防疫紀實 

/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0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56-6-7 (平

裝) NT$38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傳染

性疾病防制 3.病毒感染  412.471  

增肌強骨,健康走到老 : 80 歲名醫親

自傳授最強肌肉力,走好走穩,自在樂

活! / 林泰史監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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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悅讀

健康系列 ; HD3162) .-- ISBN 978-986-

06681-7-9 (平裝) NT$380  

1.預防醫學 2.中老年人保健 3.健康

法 4.肌肉  412.5  

職場肌肉骨骼傷病健康管理指引 = 

Health management for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in workplace / 王子娟, 謝曼麗

著 .-- 2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007 .-- 233 面; 

30 公分 .-- (技術叢書 ; ILOSH110-T) .-

- ISBN 978-986-5466-81-7 ( 平 裝 ) 

NT$450  

1.勞工衛生 2.勞工傷害  412.53  

職業病流行病學研究方法學與原理

手 冊  = Occupational disease 

epidemiology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principle guideline / 洪敬宜 , 邱弘毅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0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6-83-1 (平

裝) NT$200  

1.職業衛生 2.職業病 3.流行病學 4.

研究方法  412.53  

環境與健康 / 洪玉珠, 陳昌佑, 嚴毋過, 

賴嘉祥, 郭加恩, 馮文昇, 馮靜安, 仇

敏, 丁健原, 林靜佩合著 .-- 九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85-2 (平裝) NT$380  

1.環境衛生 2.環境汙染 3.環境生態

學  412.7  

中醫學概論 / 朱明添, 江曉菁, 陳光慧, 

黃如萍, 楊淑媚合著 .-- 二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69-2 (平裝) NT$375  

1.中醫  413  

醫經心悟記 : 中醫是這樣看病的 / 曾

培杰, 陳創濤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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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350 面; 22 公分 .-- (眾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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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0184) .-- ISBN 978-986-06890-0-6 (平

裝) NT$420  

1.中醫  413.1  

難經說甚麼 : 黃帝八十一難經 / 莊昭

龍編註 .-- 初版 .-- 臺北市 : 元天中醫

診所, 110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99-3-6 (精裝) NT$1200  

1.難經 2.注釋  413.12  

按對穴位就能解除病痛 / 蕭言生文 .-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05-9 (平裝) 

NT$450  

1.中醫理論 2.經絡 3.穴位療法 4.按

摩  413.165  

中醫診斷學奧義 / 徐清風, 徐翊修, 徐

翊翔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欣境界

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845-0-6 (平裝) 

NT$600  

1.中醫診斷學  413.2  

二十四節氣導引  / 牛愛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出版社 , 

11009 .-- 253 面; 21 公分 .-- (壽世養

生 ; 37) .-- ISBN 978-986-06717-2-8 (平

裝) NT$280  

1.養生 2.節氣 3.運動健康  413.21  

熱血中醫教你養好肝 : 一看就懂一

學就會!循肝經解病痛、強身健體的

健康指南 / 廖述賢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養生館 ; 49) .-- ISBN 

978-986-06586-4-4 (平裝) NT$380  

1.中醫治療學 2.肝病  413.344  

孟府國醫話 = Doctor Meng's medical 

words / 孟慶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574-

93-1 (平裝) NT$420  

1.中醫 2.醫話  413.8  

神 妙 達 摩 氣 功 灸  = Magic 

Bodhidharma chi-kung acupuncture / 盧

錫煥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盧錫煥, 

11009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9099-1 (平裝) NT$380  

1.針灸  413.91  

罐療法 / 劉吉豐, 張玉鉛作 .-- 新北市 : 

吉庭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11008 .-- 200

面; 18 公分 .-- (全民豐健康叢書系

列) .-- ISBN 978-986-06904-0-8 (平裝)  

1.按摩 2.經絡 3.經穴  413.92  

鬆開的技、道、心 : 穴道導引應用

錦囊 / 蔡璧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32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25) .-- ISBN 

978-986-398-708-6 (平裝) NT$520  

1.導引 2.經穴 3.養生  413.94  

常用中藥藥材及方劑學 / 顧祐瑞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5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29-2 ( 平 裝 ) 

NT$550  

1.中藥材 2.中藥方劑學  414.3  

實證醫學輕鬆學  / Antonio L. Dans, 

Leonila F. Dans, Maria Asuncion A. 

Silvestre 原著 ; 張穎宜, 吳柏樟, 林詩

怡, 陳韋成, 蔡昇達, 陳傑龍, 蔡穩穩, 

莊蕙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008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15-2 (平裝)  

1.實證醫學  415  

病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122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44-2-0 (平裝) NT$150  

1.病理學  415.1  

新臨床檢查口袋書 : 檢驗正常值解

說 / 高久史麿監修 ; 黑川清, 春日雅

人, 北村聖編集 ; 郭勁甫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8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68-

417-6 (平裝)  

1.檢驗醫學 2.健康檢查  415.12  

*AI-AMCT 智能正念康護 = AI-AMCT 

intelligent mindfulness healthcare / 李青, 

李瑞元(Maria R. Lee)著 .-- 臺北市 : 墨

客會社有限公司出版 : 海納福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7-2-0 (平

裝) NT$380  

1.腦部 2.波動 3.脊椎病 4.人工智慧  

415.215  

基 礎 磁 振 造 影  / Ray H. Hashemi, 

Christopher J. Lisanti, William G. 

Bradley, Jr.原著 ; 莊奇容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8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416-9 (平裝)  

1.磁振造影  415.2166  

「校正」骨密度,「回歸」骨強度 : 

骨科院長完勝骨質疏鬆症的精準策

略 / 石英傑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16-7-

4 (平裝) NT$380  

1.骨質疏鬆症 2.骨科 3.保健常識  

415.585  

免疫與疾病的科學 : 慢性發炎預防

訣竅與新型治療方法 / 宮坂昌之, 定

岡惠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28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85) .-- ISBN 978-

626-7009-59-8 (平裝) NT$420  

1.自體免疫性疾病 2.保健常識  

415.695  

攝護腺肥大診治&照護全書 / 李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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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40 面; 

23 公分  .-- 全彩圖解＆影音版  .-- 

ISBN 978-986-06681-6-2 ( 平 裝 ) 

NT$480  

1.前列腺疾病 2.保健常識  415.87  

行到水窮,坐看雲起 : 預約一個沒有

失智的未來 / 徐榮隆, 黃俊榮, 許書瀚, 

鄭嘉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8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685-4-4 (平裝) NT$300  

1.老年失智症 2.法律諮詢 3.文集  

415.9341  

常 見 疼 痛 症 候 群 圖 譜  / Steven D. 

Waldman 原著 ; 林大森譯 .-- 4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 , 

11009 .-- 57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06819-9-4 (平裝)  

1.疼痛醫學 2.圖錄  415.942025  

疲倦的青少年 : 只有成人才會累?現

今青少年受疲勞所苦的比例,幾乎跟

流行病一樣 : 從醫師觀點了解到底

怎麼一回事 / 菲力普.R.費雪(Philip R. 

Fischer)著 ; 廖桓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10 .-- 288

面; 23 公分 .-- (Easy ; 104) .-- ISBN 

978-986-0742-82-4 (平裝) NT$360  

1.慢性疲勞症候群 2.自主神經系統

疾病 3.青少年  415.943  

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20 / 

楊聰財, 胡海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11008 .-- 

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0-

7-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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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醫學 2.心理衛生 3.健康狀況

指標 4.健康調查  415.95028  

外科 核心課程  = NTU surgery core 

course / 黃俊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11008 .-- 

734 面; 26 公分 .-- (醫學科學叢書 ; 

36) .-- ISBN 978-986-5452-57-5 (平裝) 

NT$1800  

1.外科  416  

麻醉不思議 / 蔡勝國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9295-0 (平裝) NT$400  

1.麻醉學  416.5  

*幸福生活就看腰的健康指數 / 黃雅

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

業有限公司, 11007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06-7-4 (平裝) 

NT$380  

1.腰 2.脊椎病 3.運動療法  416.616  

活化器脊骨神經肌肉矯治整療學 = 

The activator methods chiropractic 

technique / 邱九桁主編 .-- 臺北市 : 延

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775-3-2 (精

裝) NT$7800  

1.脊椎病 2.保健常識  416.616  

眼科學綜覽. 第十一冊, 葡萄膜炎與

眼內炎症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uveitis and intraocular inflammation / 吳

文權, 吳政修, 李昆憲, 李岳章, 林昌

平, 林純如, 林憲忠, 高子恩, 姜威宇, 

夏寧憶, 張祐誠, 許淑娟, 許詠瑞, 陳

世洲, 陳珊霓, 陳錫富, 黃奕修, 黃德

光, 黃謙傑, 葉伯廷, 詹維鈞, 劉沛綱, 

蔡明霖, 賴勇仁作 ; 黃奕修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 

110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25-7-2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科學綜覽. 第十二冊, 眼科學歷史

與 新 近 發 展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history and new developments 

of ophthalmology / 王嘉康, 江尚宜, 邱

士華, 俆維成, 吳映萱, 林泰祺, 李東

昇, 張丞賢, 張華明, 許志堅, 許紋銘, 

陳克華, 陳賢立, 陳姵穎, 黃奕修, 蔡

紫筠, 蔡瑞芳, 潘立岩作 ; 許紋銘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有限

公司, 11007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25-8-9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科學綜覽. 第九冊, 白內障與角膜

屈光手術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cataract and cornea refractive surgeries / 

何一滔, 何昭德, 吳建良, 林鴻源, 林

丕容, 胡朝乾, 孫啟欽, 張朝凱, 麥令

琴, 劉郁琦, 蔡俊斌作 ; 張朝凱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 

110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25-6-5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科學綜覽. 第十冊, 玻璃體視網膜

疾 病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vitreoretional diseases / 王安國, 王南凱, 

王嘉康, 吳為吉, 吳政修, 吳建昇, 李

東昇, 李學宇, 沈仁祥, 周宏達, 林耿

弘, 林嘉理, 林泰祺, 馬一心, 馬尚德, 

康祐銓, 莊智鈞, 許淑娟, 陳世真, 陳

彥伯, 陳珊霓, 彭繼賢, 黃筑煙, 黃峻

峰, 楊長豪, 楊嶺, 趙效明, 廖士傑, 廖

昶斌, 熊夢平, 劉榮宏, 劉珍吟, 蔡顯

揚, 鄭成國, 鄭惠禎, 鄭捷尹, 賴旗俊, 

戴元喆作 ; 劉榮宏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 11007 .-- 

46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06725-9-6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科學綜覽. 第七冊, 眼表角膜與結

膜 疾 病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ocular surface, corneal, and conjunctival 

diseases / 林佩玉, 林昌平, 林子瑜, 林

育葳, 侯育致, 翁子恆, 胡朝乾, 徐旭

亮, 馬惠康, 張丞賢, 梁章敏, 許明木, 

郭明澤, 陳克華, 陳俊良, 黃德光, 葉

龍坤, 蔡宜倫, 鄭惠川, 蕭靜熹, 戴明

正, 譚欣媛作 ; 林佩玉主編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展 元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25-4-1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科學綜覽. 第八冊, 視光學臨床驗

光 與 低 視 力  = Ophthalmology 

overview : optics, clinical refraction, 

contact lenses, and low vision / 方一婷, 

方博炯, 王南凱, 王藹侯, 丘子宏, 吳

佩昌, 李宥伶, 李建興, 孟平平, 林昌

平, 林耕國, 林慧茹, 侯鈞賀, 夏寧憶, 

梁中玲, 梁有松, 梁知本, 梁智凱, 黃

筑煙, 黃鐘瑩, 許志堅, 許明木, 陳彥

伯, 陳瑩山, 陳韻文, 楊孟玲, 楊琇琬, 

劉怡廷, 蔡翔翎, 鄭靜瑩, 謝宜靜, 謝

錫寶, 顧蔚寧, 龔偉勛作 ; 林耕國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有限

公司, 11007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25-5-8 (精裝)  

1.眼科  416.7  

眼睛哪裡有問題? / 王孟祺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

科 ; 52) .-- ISBN 978-626-7009-55-0 (平

裝) NT$350  

1.眼科 2.眼部疾病 3.視力保健  

416.7  

晶晶亮眼我神氣 / 陳月文, 方恩真文 ; 

黃志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8 面; 

30 公分 .-- (人體大遊歷 ; 4) .-- ISBN 

978-986-5566-88-3 (精裝) NT$350  

1.眼科 2.視力保健 3.通俗作品  

416.7  

醫師國考 Winner : 眼科學 / 林辰祐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19-0 (平裝)  

1.眼科  416.7  

改顎歸正 : 以下顎為中心的健康療

法 / 劉育銓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

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19-8-7 (平

裝)  

1.顳顎關節疾病 2.健康法  416.94  

疫苗.女性.荷爾蒙 : 成為完美女人,享

受精彩人生 / 蕭偉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元氣齋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元氣系

列 ; 129) .-- ISBN 978-986-98759-6-7 

(平裝) NT$250  

1.婦女健康  417.1  

最強發育力,楊晨醫師的兒童完全成

長手冊 / 楊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70) .-- 

ISBN 978-986-06497-8-9 (平裝)  

1.小兒科 2.兒童發育生理  417.5  

兒童物理治療學 = Pediatric physical 

therapy-health promotion,habili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 廖華芳, 孫世恒, 陳

麗秋, 潘懿玲, 程欣儀, 蔡鏞申, 陳佩

珊, 王慧儀, 劉文瑜, 康琳茹, 朱彥穎, 

羅鴻基, 黃維彬作 ; 廖華芳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008 .-- 8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228-3-6 (平裝)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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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兒科 2.物理治療  417.51  

死過一次才學會愛 : 艾妮塔的瀕死

重 生 奇 蹟  / 艾 妮 塔 . 穆 札 尼 (Anita 

Moorjani)著 ; 隋芃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

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82-5 (平裝) NT$330  

1.艾妮塔(Moorjani, Anita, 1959-) 2.癌

症 3.病人 4.傳記  417.8  

進 階 藥 學 實 習 手 冊  = Guide to 

advanced pharmacy practice experience : 

School of Pharmac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主編 .-- 七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財團法人中

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11007 .-- 20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2-58-2 (平

裝) NT$300  

1.藥學教育 2.教學實習  418.03  

醫師國考 Winner : 藥理學 / 吳柏毅, 

李昆翰, 陳景立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22-0 (平

裝)  

1.藥理學  418.1  

藥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185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771-0-2 (平裝) NT$150  

1.藥理學  418.1  

癌症用藥手冊 /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

藥學基金會編 .-- 第二版 .-- 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景 康 藥 學 基 金 會 , 

11007 .-- 5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2336-8-3 (平裝) NT$599  

1.抗腫瘤用藥  418.31  

醫藥產業年鑑 . 2021 = Yearbook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21 / 許毓真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出版 : 經濟部技

術處發行, 11008 .-- 25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6123-61-0 ( 平 裝 ) 

NT$6500  

1.製藥業 2.年鑑  418.61058  

鐳女孩 : 二十世紀美國最黑暗的歷

史與一群閃亮的女孩改變世界的故

事 / 凱特.穆爾(Kate Moore)著 ; 高紫

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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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30-7 (平

裝) NT$550  

1.毒理學 2.病理學 3.歷史 4.鐳 5.美國  

418.8  

<圖解>物理治療 肌筋膜慣性疼痛 / 

卡布里爾.季絲琳著 ; 况宜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11-1 (平裝)  

1.肌筋膜放鬆術 2.物理治療  

418.9314  

*特殊族群運動處方 : 慢性病,獨特人

群與具挑戰性的診斷 / 布萊恩.萊托

爾茨(Brian C. Leutholtz) ; 林冠廷譯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 17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0-1-7 (平裝)  

1.運動療法 2.健康法  418.934  

運動治療學 : 理論基礎與實作技巧 / 

Carolyn Kisner, Lynn Allen Colby, John 

Borstad 原著 ; 白凱瑩, 李曜舟, 陳奕

安, 彭柏皓, 張保惠, 傅宥霖, 黃崇舜, 

歐峻邑譯 .-- 七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

書出版社, 11009 .-- 1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8-421-3 (精裝)  

1.運動療法  418.934  

頌鉢與身心療癒 / 楊力虹, 張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78) .-- ISBN 978-986-0799-29-3 

(平裝) NT$500  

1.心靈療法  418.98  

超.絕對健康法 : 奇蹟的再生力量 / 大

川隆法(Ryuho Okawa)作 ; 幸福科學

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528-6-4 (平裝) NT$380  

1.宗教療法 2.靈修  418.982  

12 種場域的藝術治療實務與觀點分

享 / 王華雯, 江芊玥, 江學瀅, 朱惠瓊, 

金傳珩, 林曉蘋, 范維昕, 黃暄文, 黃

凱嫈, 楊舜如, 廖學加, 蔡汶芳著 ; 江

學瀅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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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04 面; 23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46) .-

- ISBN 978-626-7012-28-4 ( 平 裝 ) 

NT$550  

1.藝術治療  418.986  

香氣讀心術 / AFA 芳香樂活協會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

公司, 11010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14-1-2 (平裝)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3.心靈療法  

418.995  

能量療癒芳香療法 : 英國 IFA 前教育

主席用精油搭配水晶、脈輪、色彩

療法，創造療癒身心的強大效果  / 

海瑟 .唐 恩 .高 芙瑞 (Susanne Fischer-

Rizzi)著 ; 鄭百雅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0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37-2-2 (平

裝) NT$4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純露芳療大百科 : 德國芳療大師給

你 76 種純露最新資料與 200 種應用

配方溫和保養皮膚與健康 / 蘇珊娜.

費雪 .里茲 (SusanneFischer-Rizzi)著  ; 

葉怡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出版社, 11009 .-- 440 面; 26 公分 .-- 

( 自 然 生 活  ; 54) .-- ISBN 978-986-

06737-1-5 (精裝) NT$9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 / 朱正一, 林珍

如, 吳世望, 李怡慶, 陳星助, 徐均宏, 

黃勝崇, 楊招瑛, 陳德宗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75-3 (平裝) NT$600  

1.醫院行政管理  419.2  

基本護理學(正課班). 第一-十章 / 樂

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9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06771-1-9 (平裝) NT$150  

1.基本護理學  419.6  

基本護理學(正課班). 第十一-二十章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 學 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225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771-2-6 (平裝) 

NT$150  

1.基本護理學  419.6  

基本護理學、護理行政(考衝班) / 樂

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1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06957-0-0 (平裝) N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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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護理學 2.護理行政管理  

419.6  

實證護理概論 / 穆佩芬, 陳可欣, 張麗

銀, 周幸生, 林小玲, 蘇瑞源, 梁靜娟, 

楊淑華, 盧淑芬, 鄭慧娟, 郭素真, 李

美銀, 黃子珍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0-761-6 (平裝)  

1.護理學 2.實證醫學  419.6  

護理新人不要怕 : 焦點交班不費力 / 

李彥範, 辛孟娟, 邱子瑄, 林怡岑, 曾

寶慧, 游婉如編輯 ; 田培英, 林怡岑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

公司, 11007 .-- 3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9519-81-6 (平裝) NT$500  

1.護理學  419.6  

護理行政(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166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771-7-1 (平裝) NT$150  

1.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長 期 照 顧 實 務  = Long-term care 

practice / 陳惠姿, 陳桂敏, 李孟芬, 彭

美琪, 毛慧芬, 徐明仿, 陳桂英, 熊曉

芳, 楊清姿, 金惠民, 林麗嬋, 楊招瑛, 

賈淑麗, 李會珍, 葉莉莉, 謝慧觀, 徐

亞瑛, 王祖琪, 曾明月, 劉惠賢, 張淑

卿, 田麗珠, 林昱宏, 王銀漣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0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278-4-8 (平裝) NT$600  

1.長期照護  419.71  

社會照顧與健康照顧 : 以社區為基

礎的途徑 / 黃源協, 江大樹, 詹弘廷, 

梁鎧麟, 游麗裡, 張玉龍, 蔡惠雅, 莊

俐昕, 張卉汝, 吳書昀, 陳筠騏合著 ; 

黃源協, 莊俐昕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8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13-

7 (平裝)  

1.社區式照護服務 2.健康照護  

419.711  

內外科護理學(正課班). 第一-八章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 學 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366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771-3-3 (平裝) 

NT$15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科護理學(正課班). 第九-十六章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 學 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345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771-4-0 (平裝) 

NT$15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科護理學(考衝班) / 樂學網編輯

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1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57-2-4 (平裝) NT$15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科護理學、基本護理學、護理

行政(題庫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11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06944-4-

4 (平裝) NT$150  

1.內外科護理 2.基本護理學 3.護理

行政管理  419.82  

新護理師捷徑 . 三 , 內外科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3,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 呂桂雲, 郝維君, 趙淑

賢, 黃桂蘭, 張美月, 朱翠燕, 周慧琍, 

黃惠萍, 程仁慧編著 .-- 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8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06-1 (平裝)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 台灣安寧

照顧基金會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240 面; 21 公分 .-- (健康人生 ; 202) .-

- ISBN 978-986-06585-6-9 ( 平 裝 ) 

NT$320  

1.安寧照護 2.通俗作品  419.825  

新編安寧緩和護理學 / 李佩怡, 蔡麗

雲, 劉景萍, 徐淑芬, 賴維淑, 李國箴, 

李英芬, 方俊凱, 李玉琪, 翁益強, 熊

誼芳, 陳美麗, 張詩吟, 郭育誠, 莫淑

蘭, 李閏華, 李佩怡, 張玉仕, 葉北辰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008 .-- 4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2-778-4 ( 平 裝 ) 

NT$475  

1.緩和護理 2.安寧照護 3.生命終期

照護  419.825  

產科護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室

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52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771-8-8 (平裝) NT$150  

1.產科護理  419.83  

兒科護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室

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60 面; 26 公

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771-9-5 (平裝) NT$150  

1.小兒科護理  419.84  

兒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考衝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 學 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12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957-5-5 (平裝) 

NT$150  

1.小兒科護理 2.產科護理  419.84  

兒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題庫班) /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 學 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127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

程) .-- ISBN 978-986-06944-5-1 (平裝) 

NT$150  

1.小兒科護理 2.產科護理 3.問題集  

419.84022  

精神科護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輯

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91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44-1-3 (平裝) NT$150  

1.精神科護理  419.85  

精神科護理學(考衝班) / 樂學網編輯

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8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57-1-7 (平裝) NT$150  

1.精神科護理  419.85  

精神科護理學(題庫班) / 樂學網編輯

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8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986-

06944-6-8 (平裝) NT$150  

1.精神科護理 2.問題集  419.85022  

社區衛生護理學(正課班) / 樂學網編

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48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

986-06944-0-6 (平裝) NT$150  

1.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社區衛生護理學(考衝班) / 樂學網編

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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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8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

986-06957-3-1 (平裝) NT$150  

1.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社區衛生護理學(題庫班) / 樂學網編

輯室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84 面; 

26 公分 .-- (護理課程) .-- ISBN 978-

986-06944-7-5 (平裝) NT$150  

 419.86  

家政 

家計力 / 精算媽咪珊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 110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84-7-2 (平裝) NT$380  

1.家庭理財  421  

房子再小都好住,全方位設計規劃書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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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224 面; 23 公分 .-- (小住宅 ; 

5) .-- ISBN 978-986-408-721-1 (平裝) 

NT$45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空間配色基礎課 / 東販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4-840-9 (平裝)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色彩學  

422.5  

專注力 UP!5 分鐘居家辦公整理術 : 

房間小也 OK!科學方法擺脫雜物干

擾,打造不復亂 WFH 空間,建立超強

工作效率 / 米田瑪麗娜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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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22) .-- ISBN 978-986-289-601-3 

(平裝) NT$38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療癒收納!有小孩也能過的質感生活 : 

一目了然的清爽收納,打造安全舒適

的幸福空間 / Baby-mo 編輯部著 ; 李

宜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9 .-- 100 面; 26 公分 .-- (Good life ; 

51) .-- ISBN 978-986-06841-5-5 (平裝) 

NT$48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創造空間無限可能!理想住宅翻修計

畫 : 牆面、地板、收納完全提案!新

手也能輕鬆規劃&實踐 / 長野惠理著 ;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4-841-6 (平裝)  

1.住宅 2.建築物維修 3.室內設計  

422.9  

簡化裁剪線版型研究 / 夏士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996-2 ( 平 裝 ) 

NT$450  

1.服裝設計  423.2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行銷組

畢業專題論文集. 2021 48 屆 = Annual 

Graduate Exhibition of the Textiles and 

Clothing Depart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織

品服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11007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0-

02-4 (平裝)  

1.服裝設計 2.消費行為 3.品牌行銷 

4.文集  423.207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

精 華 集 . 109 學 年 度  = Shih Chien 

fashion design. 2021 / 施海彤, 羅以詮, 

徐心柔, 林品縈, 張嘉蘄, 林姿妤, 陳

泱蓉, 吳昀儒, 江宜璇, 賴宇姝, 吳旻, 

唐子齊, 李彥婕, 張晏綾, 蔡昱萱, 黃

茗鄉, 楊雯茹, 林育慧, 黃玟瑜, 林殷

頡, 馬君維, 吳婧, 李依融, 王浩軒, 何

芳綝, 林育安, 許瑞珊, 孫郁涵, 林孟

萱, 何汶欣, 林玉梅, 白函玉, 史亞璇, 

劉得祺, 謝恩琪, 吳威志, 鄧詠云, 林

佳盈, 吳如涵, 劉心德, 林沛臻, 許寶

方, 吳子瑀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11007 .-- 53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629-414-3 (平裝)  

1.服裝設計 2.文集  423.207  

光澤美肌保養術  / 王朝輝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43-45-7 ( 平 裝 ) 

NT$420  

1.皮膚美容學  425.3  

美容保健概論 / 蔡伊媜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811-2-3 (平裝)  

1.皮膚美容學  425.3  

莊博士魔髮書 : Q&A 秘笈 / 莊麗津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楊 育 睿 , 

11008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65-3 (平裝) NT$2500  

1.毛髮 2.毛髮疾病 3.健康法  425.5  

樋口愉美子的優雅刺繡時光 : 5 種繡

線繡出春的樂園、夏的花草還有迷

人的花鳥圖案 / 樋口愉美子作 ; 李惠

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701-1-0 (平裝) 

NT$450  

1.刺繡 2.手工藝 3.圖案  426.2  

收穫自然野趣の青木和子庭院蔬菜

刺繡 / 青木和子著 ; 黃詩婷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8 .-- 96 面; 25 公分 .-- (愛刺

繡 ; 16) .-- ISBN 978-986-302-596-2 (平

裝) NT$38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小女兒的設計師訂製服 : 媽媽親手

作的 34 款可愛女孩兒全身穿搭 / 片

貝夕起著 ; 駱美湘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104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

紉家 ; 42) .-- ISBN 978-986-302-595-5 

(平裝) NT$52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量身訂作.有型有款的男子襯衫 : 休

閒.正式.軍裝.工裝襯衫一次學完 / 杉

本善英著 ; 彭小玲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88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

紉家 ; 29) .-- ISBN 978-986-302-592-4 

(平裝) NT$42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皮革与生活 / 张岱明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正

體題名:皮革與生活 .-- ISBN 978-986-

5573-18-8 (平裝)  

1.皮革 2.手工藝  426.65  

12 堂繪本故事手作課 : 捲捲姐姐開

課囉! /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11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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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魯優質教學  ; BGT076) .-- ISBN 

978-957-490-541-6 (平裝) NT$320  

1.手工藝 2.紙工藝術  426.68  

Patchwork 拼布教室. 23 : 靜下心,玩拼

布  : 練 習 慢 活 的 夏 日 手 作 藍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彭小

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112 面; 30 公

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23) .-- 

ISBN 978-986-302-593-1 ( 平 裝 ) 

NT$42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戀夏手作祭 : 清爽活力配色×外出家

用都喜歡的大小布包＆生活配件  / 

BOUTIQUE-SHA 授權 ; 瞿中蓮, 周欣

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112 面; 30 公

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3) .-- 

ISBN 978-986-302-594-8 ( 平 裝 ) 

NT$38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可愛又寫實的擺飾&玩具!我的手作

不織布蔬菜與水果 / 前田智美著 ; 洪

鈺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

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96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109) .-- ISBN 978-957-

9623-72-8 (平裝) NT$380  

1.手工藝 2.裝飾品  426.77  

立體拼豆就醬玩  / 許勝雄, 簡志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007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117-4-8 (平裝)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晶 透 又 夢 幻の UV 膠 手作 世 界  / 

BOUTIQUE-SHA 授權 ; 亞緋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008 .-- 72 面; 26 公分 .-- (趣.

手藝 ; 108) .-- ISBN 978-957-9623-73-5 

(平裝) NT$35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食材認識與應用 / 黃淑敏, 葉姿劭, 梁

鳳鈺, 林育正, 鍾國芳, 王寶惜, 曾鑫

順, 鄭富貴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9-1 (平

裝) NT$550  

1.食物 2.烹飪  427  

五星級廚師教你在家做養生料理  / 

溫國智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10) .-- ISBN 978-

986-5481-10-0 (平裝) NT$320  

1.食譜 2.養生  427.1  

在家做五星級宴客菜 / 陳楓洲, 陳國

棟, 陳恆潔, 陳琮錤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 160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7) .-- 

ISBN 978-986-5481-09-4 ( 平 裝 ) 

NT$380  

1.食譜 2.烹飪  427.1  

林太的療癒餐桌 : 林太做什麼─世

界真情真不過對食物的愛  / 林太

Claudia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

化有限公司, 11008 .-- 176 面; 23 公

分 .-- (Orange taste ; 20) .-- ISBN 978-

986-99846-7-6 (平裝)  

1.食譜 2.烹飪  427.1  

林姓主婦. 4 : 我家一條龍,從家常菜

到副食品(80 道好吃到噴淚,從嫰嬰

到爸媽都愛的料理) / 林姓主婦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10 .-- 192 面; 23 公分 .-- (好日好

食 ; 56) .-- ISBN 978-957-658-626-2 (平

裝) NT$400  

1.食譜 2.烹飪  427.1  

窈窕健美輕蔬食 Box Food / 田中美奈

子作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09-2 (平裝) NT$280  

1.食譜  427.1  

給孩子的限醣成長食譜 / 三島學著 ; 

何姵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165-7 (平裝) 

NT$350  

1.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  

最強萬用壓力鍋 100 大滿足 : 跟著國

宴雙廚謝一新、謝一德 ,一次學會

100 道 6 大主題,包含肉類、海鮮、

蔬菜、飯、麵、湯品到經典甜點,享

受美食真的很簡單! / 謝一新, 謝一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有限公司出版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8 .-- 192 面; 23 公分 .-

- (廚房 Kitchen ; 117) .-- ISBN 978-986-

06658-6-4 (平裝) NT$400  

1.食譜  427.1  

裴社長廚房手記 / 裴偉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鏡 文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4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497-80-4 (平裝) NT$480  

1.食譜  427.1  

戰斧主廚武俊傑  / 武俊傑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9271-4 (平裝) 

NT$499  

1.食譜  427.1  

正韓小菜 : 跟著 Kai 師傅學做道地韓

國小菜,從開胃泡菜到麻藥雞蛋,Kai

心食堂的 65 道零失敗料理 / 孫榮 Kai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

圖書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30-505-9 (平裝) 

NT$550  

1.食譜 2.烹飪 3.韓國  427.132  

Vegan 無奶蛋烘焙 : 時令食材 X 空間

概念,30 款零負擔療癒甜點 / Julie 朱

芳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8 .-- 224 面; 26 公分 .-- (好食光 ; 

33) .-- ISBN 978-986-06841-1-7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2.素食食譜  427.16  

小家庭麵包 : 30 天幸福日常提案 / 吳

克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9 .-- 160 面; 23 公分 .-- ( ; 32) .-- 

ISBN 978-986-06841-4-8 ( 平 裝 )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可麗露 / 熊谷真由美著 ; 周欣芃譯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良 品 文 化 館 , 

11008 .-- 104 面; 26 公分 .-- (烘焙良

品 ; 71) .-- ISBN 978-986-7627-39-1 (平

裝) NT$280  

1.點心食譜  427.16  

在家狂接單!羅爸極速秒殺烘焙甜點 

/ 羅因福(羅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01-2-

7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自然風味 果物甜點嚴選 / 栗山有紀

作 ; 林麗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72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

401-511-5 (平裝) NT$280  

1.點心食譜  427.16  

告別節食地獄的慾望系飽足餐 : 驚!

這麼好吃竟然是減醣&低脂?! / 石原

彩乃著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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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4-839-

3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柳川や菠蘿!星野酵母的熟成美味 : 

跟著排隊名店師傅艾力克,從培養酵

母到麵種,25 款變化新食感 / 艾力克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008 .-- 1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1-308-1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麥田金中秋月餅精選 / 麥田金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008 .-- 176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0) .-- ISBN 978-986-5481-12-

4 (平裝) NT$480  

1.月餅 2.點心食譜  427.16  

蛋糕教室 / 許正忠, 林倍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972-9-0 (平裝) NT$500  

1.點心食譜  427.16  

甜點設計美學 : 立體剖面全圖解!世

界冠軍 50 款究極代表作,分層設計 X

風味奧祕 X 完美配方首度公開! / 彭

浩,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著 .-- 新北

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 

110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130-504-2 (平裝) NT$580  

1.點心食譜  427.16  

陳豐昇歐式麵包全書 : 經典不敗基

礎款、堅果茶香進階款 / 陳豐昇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8 .-

- 256 面; 26 公分 .-- (好食光 ; 34) .-- 

ISBN 978-986-06841-0-0 ( 平 裝 ) 

NT$45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超簡單!秒上手!世界第一美味甜點 / 

藤原美樹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96 面; 26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67 種)(玩味 ; 21) .-- ISBN 978-

957-33-3770-6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經典蛋糕一次學會 / 邱勇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921-2-9 (平裝) NT$500  

1.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機的私房料理 / 杜佳穎, 林亦珺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 (烘焙生活 ; 1) .-- ISBN 978-957-9065-

58-0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5 分鐘就能輕鬆完成的便當菜 / 松本

有美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出 版 菊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96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144) .-- ISBN 978-986-6210-79-2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7  

家庭便當 / 蘇菲姊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69-30-2 (平

裝) NT$450  

1.食譜  427.17  

全穀蔬食烘焙時間 : 帶給你滿足五

感的 46 種食譜 / 金文靜作 ; 陳品芳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3-9297-4 (平

裝) NT$399  

1.食譜 2.禾穀 3.蔬菜  427.3  

蔬食也可以很浪漫 : 愛、料理與傳

承,22 道新加坡日法精緻料理+10 道

澳洲營養美味蔬食 / 黃獻祥, 黃彥焜, 

黃玉欣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木果文創有限公司, 11009 .-- 88 面; 25

公分 .-- (Eating_尋味 ; 3) .-- ISBN 978-

986-99576-5-6 (精裝)  

1.蔬菜食譜  427.3  

能量植物奶 : 營養師專業解析,從飲

品到料理、點心全方位食譜，最佳

控糖、減脂、低卡養生法 / 林俐岑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06659-4-9 ( 平 裝 ) 

NT$380  

1.豆菽類 2.飲料 3.食譜  427.33  

手工義麵 / Winnie 范麗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taste) .-

- ISBN 978-986-06903-4-7 ( 平 裝 ) 

NT$420  

1.麵食食譜 2.義大利  427.38  

珍珠奶茶教戰手冊 / 楊海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112 面; 26 公分 .-- (開店

通 ; 28) .-- ISBN 978-986-98041-9-6 (平

裝) NT$360  

1.飲料 2.飲料業 3.創業  427.4  

海洋樂活問題導向學習 : 樂活潮飲

調製 / 徐軍蘭, 王正方, 蔡亞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007 .-- 

117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923-8-1 (平裝) NT$350  

1.飲料 2.健康飲食  427.4  

咖啡行者的全息烘焙法 / 謝承孝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6-796-7 ( 平 裝 ) 

NT$480  

1.咖啡  427.42  

我的第一本醬料地圖(豪華影音版) : 

煮廚史丹利的 57 種自製安心醬料,3

分鐘有「醬」就上菜! / Stanley 李建

軒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184 面; 23

公分 .-- (心纖系 ; 25) .-- ISBN 978-986-

5507-70-1 (平裝)  

1.調味品 2.食譜  427.61  

養出孩子的抗毒力!0-6 歲健康育兒

懶人包 / 黃昌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88 面; 23 公分 .-- (高 EQ 父母 ; 85) .-

- ISBN 978-986-0795-31-8 ( 平 裝 ) 

NT$350  

1.育兒 2.幼兒健康 3.親職教育  428  

兒童衛教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著 .-- 第 4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 11008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36-8 (平裝) 

NT$12  

1.育兒 2.衛生教育 3.手冊  428.026  

3 分鐘兒童安心餐 : 免外食、不外送,

在家吃飯輕鬆上菜、保持社交距離

最安全! / 中村美穗著 ; 李宜萍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8 .-- 

128 面; 26 公分 .-- (好食光 ; 32) .-- 

ISBN 978-986-06841-2-4 ( 平 裝 ) 

NT$399  

1.育兒 2.小兒營養 3.食譜  428.3  

林姓主婦. 4 : 我家一條龍,從家常菜

到副食品(受用終生觀念 x 快速上手

實務篇) / 林姓主婦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192 面; 

23 公分 .-- (好日好食 ; 56) .-- ISBN 

978-957-658-627-9 (平裝) NT$400  

1.育兒 2.小兒營養 3.食譜  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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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穎媽嬰幼兒手指食物 / 吳貞穎著 .-

- 2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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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8-03-4 (平

裝) NT$450  

1.育兒 2.小兒營養 3.食譜  428.3  

不打罵也不寵壞孩子的新時代教養

法 : 相信、尊重、等待,讓孩子自信

成長 / 珍娜.蘭斯柏作 ; 筆鹿工作室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

公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婦

幼館 ; 171) .-- ISBN 978-986-5408-62-6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育兒  428.8  

腦育智力遊戲 : 150 種親子遊戲 / 広

木克行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

604-2 (平裝) NT$280  

1.育兒 2.親子遊戲  428.82  

女生最想要的舒服愛 / 一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10 .-- 200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29) .-- ISBN 978-957-658-620-0 

(平裝) NT$360  

1.性知識 2.兩性關係  429.1  

懷孕全食物營養指南 : 結合西醫與

自然醫學,以最新營養科學觀點,為媽

媽和寶寶打造的完整孕期指引 / 莉

莉 .尼克斯(Lily Nichols)作 ; 駱香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67-7-8 (平裝) 

NT$580  

1.懷孕 2.健康飲食 3.婦女健康  

429.12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2, 破除孕產迷信 

打擊偽科學 / 蘇怡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184 面; 23 公分 .-- (自慢 ; 3) .-- ISBN 

978-986-06246-7-0 (平裝 ) NT$380 .-- 

ISBN 978-986-06246-8-7 (平裝簽名版) 

NT$380  

1.懷孕 2.分娩 3.婦女健康 4.文集  

429.1207  

農業 

英國田園 : 傳承 / 詹姆士.瑞班克斯

(James Rebanks)著 ; 翁尚均譯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潮

浪文化, 110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80-4-1 ( 平 裝 ) 

NT$450  

1.山地農牧 2.自然保育 3.生活史 4.

英國  430.9  

穿著 PRADA 的農婦 / 汪怡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4-69-3 (平裝) 

NT$380  

1.農場管理 2.永續農業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431.22  

休閒農業規劃與體驗設計 / 段兆麟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1-1 (平裝) 

NT$500  

1.休閒農業 2.休閒農場 3.個案研究  

431.23  

芍陂史話 : 千年安豐塘 / 李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9 .-- 288 面; 23 公分 .-- (人文

系列 ; 1) .-- ISBN 978-986-99685-4-6 

(平裝) NT$360  

1.農業水利 2.水利工程 3.歷史 4.安

徽省壽縣  432.57  

黃豆春秋 / 楊英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790-2-3 (平裝) NT$380  

1.大豆 2.農作物 3.產業發展  

434.121  

尋.油茶 : 油茶栽培研究室 = In search 

of camellia oil : camellia oil from our 

land / 陳啟予, 劉東憲, 劉盈孜, 劉珮

琬撰文 .-- 南投縣仁愛鄉 : 南投縣仁

愛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18 班出版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發 行 , 

110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970-0-1 (平裝) NT$550  

1.油料作物 2.栽培  434.15  

茶園病蟲害草害整合管理施行指引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7 .-- 2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946-7 ( 平 裝 ) 

NT$350  

1.茶葉 2.植物病蟲害 3.栽培  

434.181/8  

超圖解土壤、肥料的基礎知識&不

失敗製作法 : 聰明培育土壤,打造作

物最愛的豐收菜園 / 後藤逸男著 ; 張

華英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009 .-- 152 面; 23 公分 .-

- (知的農學 ; 1) .-- ISBN 978-626-7009-

58-1 (平裝) NT$350  

1.肥料 2.植物  434.231  

期待冬天去旅行 / 涂卉文 ; 陳君媺

圖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技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008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22-

4 (精裝) NT$450  

1.柑橘類 2.栽培 3.通俗作品  

435.322  

花 卉 學  / John M. Dole, Harold F. 

Wilkins 著 ; 葉德銘, 張耀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945-0 ( 平 裝 ) 

NT$600  

1.園藝學 2.花卉 3.栽培  435.4  

走入生態缸世界 : 設計.培養.療育 / 

佐佐木浩之, 戶津健治作 ; 王幼正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08-5 (平裝) 

NT$420  

1.觀賞植物 2.寵物飼養 3.栽培  

435.49  

育苗造林 = Seedling & forestation / 林

世宗, 郭耀綸, 簡慶德, 鍾振德, 何政

坤, 許原瑞, 張淑華, 張東柱, 傅春旭, 

莊鈴木, 廖天賜, 游漢明, 陳財輝, 范

貴珠, 何坤益, 劉興旺, 顏江河, 黃裕

星, 邱志明, 吳孟玲, 林敏宜, 鍾智昕

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11008 .-- 318 面; 26 公

分 .-- (林業實務專業叢書) .-- ISBN 

978-986-5455-48-4 (平裝)  

1.造林育苗  436  

林產利用 = Silviculture / 王松永, 卓志

隆, 劉正字, 李文昭, 盧崑宗, 陳奕君, 

葉民權, 楊德新, 蘇文清, 蔡明哲, 林

振榮, 吳志鴻, 彭元興, 吳耿東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11008 .-- 306 面; 26 公分 .-- 

(林業實務專業叢書 ) .-- ISBN 978-

986-5455-49-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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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產利用  436  

林業政策 = Forestry policy / 王培蓉, 

王鴻濬, 李桃生, 林俊成, 黃名媛, 黃

裕星, 顏添明, 羅凱安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008 .-- 218 面; 26 公分 .-- (林業實務

專業叢書) .-- ISBN 978-986-5455-47-7 

(平裝)  

1.林業政策  436  

森林生態 = Forest ecosystem / 陳子英, 

俞秋豐, 林登秋, 林大利, 林宜靜, 張

坤城, 林朝欽, 李靜峯, 范素瑋, 趙國

容, 宋國彰, 袁孝維, 洪崇航, 林奐宇, 

林建融, 劉一新, 曾喜育, 邱志明撰

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11008 .-- 244 面; 26 公

分 .-- (林業實務專業叢書) .-- ISBN 

978-986-5455-45-3 (平裝)  

1.森林生態學  436  

森林經營 = Forest management / 邱祈

榮, 李桃生, 陳朝圳, 王兆桓, 邱志明, 

林增毅, 林俊成, 林朝欽, 裴家騏, 劉

一新, 黃裕星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008 .-- 

228 面; 26 公分 .-- (林業實務專業叢

書) .-- ISBN 978-986-5455-46-0 (平裝)  

1.林業管理  436  

樹的透視書 / Nosy Crow 文字 ; 漢娜.

艾莉絲繪圖 ; 鍾慧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 面; 25 公分 .-- (小小鸚鵡

螺) .-- ISBN 978-626-307-235-0 (精裝)  

1.樹木 2.繪本  436.1111  

貂、兔與顳齒動物內外科 / Katherine 

Quesenberry, James Carpenter, Christoph 

Mans, Connie Orcutt 作 ; 丁睦懷, 王知

桓, 孔彥勻, 朱哲助, 吳叡璇, 李彥霖, 

林筱珊, 林靖雯, 郭建均, 陳昱安, 陳

品妤, 彭筠文, 葉沂萱, 劉尹晟, 賴昱

璋譯 .-- 四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

爾有限公司, 11008 .-- 72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06914-0-5 (平裝)  

1.獸醫學 2.鼬鼠科 3.兔 4.齧齒目  

437.2  

小動物內科學 / Richard W. Nelson, C. 

Guillermo Couto 作 ; 杜宇晨, 李錚, 郭

霙瑤, 黃惠敏, 劉馨淳, 羅億禎譯 .-- 六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

司, 11007 .-- 5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819-5-6 (中冊:平裝)  

1.獸醫學 2.犬 3.貓  437.25  

小動物內科學 / Richard W. Nelson, C. 

Guillermo Couto 作 ; 王嶽, 杜宇晨, 郭

霙瑤, 黃惠敏, 賴昱璋, 羅億禎譯 .-- 六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有限公

司, 11008 .-- 5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819-6-3 (下冊:平裝)  

1.獸醫學 2.犬 3.貓  437.25  

毛小孩這樣想 / 張芳瑜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Life style ; 

3) .-- ISBN 978-986-5481-13-1 (平裝) 

NT$250  

1.寵物飼養 2.犬 3.星座  437.354  

狗狗的餐桌日常 : 55 道鮮食料理 x 手

工零食 x 自製營養粉,毛小孩這樣吃

最幸福 / 陳彥姍作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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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69-25-8 (平裝) NT$380  

1.犬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54  

就讓狗狗做自己 : 一本教你如何給

狗兒最佳生活的實務指南 / 馬克.貝

考夫 (Marc Bekoff), 潔西卡 .皮爾斯

(Jessica Pierce)合著 ; 李喬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正向思維藝術有限公

司, 11007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007-3-2 (平裝)  

1.犬 2.寵物飼養  437.354  

真想暫時變成貓 : 貓主子想什麼?韓

國獸醫歐巴教你搞懂貓咪大小事  / 

羅應植(Na Eungsic)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225-8 ( 平 裝 ) 

NT$350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64  

天竺鼠完全飼養手冊 / 大崎典子著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4-838-6 (平裝)  

1.天竺鼠 2.寵物飼養  437.394  

第一次養文鳥就上手 : 照護、餵食、

互動、疾病、健康管理的全方位指

南一本通! / 伊藤美代子著  ; 淺田

Monica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112 面; 23 公

分 .-- (寵物館 ; 108) .-- ISBN 978-626-

7009-43-7 (平裝) NT$350  

1.文鳥科 2.寵物飼養  437.794  

迷 宮 異 型 之 王 L236 / Hans-Georg 

Evers 作 ; 蔣孝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灣魚雜誌社, 11008 .-- 19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97406-7-8 (精裝)  

1.養魚  438.667  

太陽之手五星級專業技法麵包教科

書 / 吳武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聯合發

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254 面; 

26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16) .-- ISBN 

978-986-06658-5-7 (平裝) NT$650  

1.麵包 2.點心食譜  439.21  

法國傳奇麵包普瓦蘭 Poilâne : 酸種

麵包配方 x 百道食譜 x 技藝心法大

公開 / 艾波蘿妮亞.普瓦蘭(Apollonia 

Poilâne)作 ; 方玥雯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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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08-727-3 (平裝) NT$650  

1.麵包 2.點心食譜  439.21  

現萃的工藝 : 栽種、萃取、品飲的

茶科學 / 吃茶三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

浩斯出版, 11008 .-- 26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408-719-8 ( 精 裝 ) 

NT$790  

1.茶葉 2.製茶 3.茶藝  439.4  

工程 

CSI 見築現場 : 工程數量計算 / 王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 

110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05-624-5 (平裝) NT$630  

1.工程數學  440.11  

工程數學 : 觀念與精析 / 陳在泩編

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22-71-1 (平裝)  

1.工程數學  440.11  

基礎工程力學搶分秘笈. 上, 靜力學

篇 / 孫德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 11008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57-0-5 (平

裝)  

1.應用靜力學  440.131  

專利分析實作講義 Excel 篇 / 管中徽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管中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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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05-9 (平裝)  

1.專利 2.資訊檢索  440.6  

解說結構矩陣 / 歐陽編著 .-- 修訂三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12-0 (平裝) NT$660  

1.結構工程  441.21  

高雄市市定古蹟旗後天后宮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鍾心怡計畫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007 .-- 3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5-43-8 (平裝) NT$1000  

1.廟宇建築 2.古蹟修護 3.高雄市  

441.41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派出所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暨規劃設計成果報告書 / 

黃棟群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007 .-- 3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11-9 (平

裝) NT$1200  

1.公共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雲林縣斗南鎮  441.41  

雲林縣縣定古蹟北港集雅軒修復及

再利用工程委託工作報告書 / 蔡筱

君, 劉奕琦, 張興傑, 李志上編輯撰

稿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

政府出版 : 雲林縣縣政府文化觀光

處發行, 11008 .-- 3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12-6 ( 平 裝 ) 

NT$1000  

1.公共建築 2.古蹟修護 3.雲林縣北

港鎮  441.41  

華堂煥彩 : 雲林縣歷史建築西螺張

廖家廟崇遠堂人間國寶洪平順門神

新繪工作紀綠 / 陳逸君, 顏祁貞作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009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50-10-2 (平裝) NT$300  

1.家廟 2.宗祠建築 3.古蹟修護 4.雲

林縣西螺鎮  441.41  

高雄市直轄市定古蹟「鹽埕町五丁

目 22 番地原友松醫院」修復及再利

用調查研究計畫 / 陳啟仁計畫主持 .-

- 高 雄 市  : 高 雄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1007 .-- 6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5-41-4 (平裝) NT$800  

1.醫院 2.古蹟修護 3.高雄市  

441.431  

豪宅學 / 張清平著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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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 冊 .-- ISBN 978-986-408-724-2 (全套:

精裝) NT$3200  

1.房屋建築 2.空間設計 3.室內設計  

441.5  

3D 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 謝仰泰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0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

622-1 (平裝) NT$990  

1.營建法規 2.建築物構造  441.51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

攻略. 一, 法規摘要彙編 / 晨興編著 .-

- 五版 .-- 臺北市 :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

室, 110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82-0-8 (平裝)  

1.營建法規  441.51  

營建工程法律實務 QA / 林更盛, 黃

正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45-2 (第

1 冊:平裝) NT$400  

1.營建法規 2.問題集  441.51  

一流設計 : 工法女王的裝修教室 / 林

良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006-6-7 (平裝) 

NT$480  

1.房屋建築 2.施工管理 3.室內設計  

441.52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

攻略. 二, 基本工法編 / 晨興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

室, 11010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82-1-5 (平裝)  

1.建築工程 2.施工管理  441.52  

我與互助營造 / 林清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5670-3-0 (平裝) NT$300  

1.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營造業 

3.企業管理  441.529  

Re- / 江泓陞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軟設計有限公司, 11009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10-1-1 (平裝)  

1.建築材料 2.綠色經濟 3.永續發展  

441.53  

新北市直轄市定古蹟淡水忠寮李舉

人宅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 李乾朗計

畫主持 ; 周宗賢協同主持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08 .-

- 3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62-39-0 (平裝)  

1.房屋建築 2.古蹟修護 3.新北市淡

水區  441.59  

南庄國際文創故事館歷史建築物修

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詹益榮總編輯 .-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交通部觀光局參

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008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6-4 (平

裝附光碟片) NT$36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苗栗縣  441.595  

臺北市橋涵安全檢測專輯  = Taipei 

City bridge and culvert safety inspection 

special issue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10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72-

19-7 (平裝)  

1.橋樑工程  441.8  

古中國傳動機械解密 / 顏鴻森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2-73-5 (精裝)  

1.機構學 2.傳動機器 3.中國  446.01  

LEGO Technic 不插電創意集 : 聰明酷

玩意 /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

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8-0 (平

裝)  

1.機械設計 2.模型 3.玩具  446.19  

LEGO Technic 不插電創意集 : 簡易機

器 /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7-3 (平裝)  

1.機械設計 2.模型 3.玩具  446.19  

作業環境控制 : 通風工程 / 林子賢, 

賴全裕, 呂牧蓁編著 .-- 第六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749-4 (平裝) NT$435  

1.空調工程 2.運風機  446.72  

數控工具機 / 陳進郎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39-7 (平裝)  

1.數控工具機  446.841029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

擬考) / 黃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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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0-561-4 (平裝)  

1.機件  446.87  

世界的孩子上學去 : 全球學生的真

實歷險記 / Baptiste Paul, Miranda Paul

著 ; Isabel Muñoz 繪 ; 劉亞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08-5952-2 (精裝)  

1.運輸工具 2.世界史 3.通俗作品  

447  

汽車材料 / 陳信正, 葛慶柏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9-3 (平裝)  

1.汽車工程 2.材料科學  447.1  

汽車塗裝技術(含丙級學術科) / 嚴順

政編著 .-- 五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有限公司, 11007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31-44-7 (平裝)  

1.汽車維修 2.塗料  447.167  

電力系統 / 卓胡誼編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42-7 (平裝)  

1.電力系統 2.電力配送  448.3  

圖解 5G 的技術與原理 / 飯盛英二, 田

原幹雄, 中村隆治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920-3 (平裝)  

1.無線電通訊業 2.行動電話 3.技術

發展  448.82  

PLC 與人機介面應用 / 張宥凱, 張榮

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60-9 (平

裝) NT$530  

1.自動控制 2.人機界面  448.9  

工業溫度控制器網路化應用開發. 錶

頭自動化篇 / 曹永忠, 施明昌, 張峻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

754-7 (平裝) NT$420  

1.自動控制 2.溫度  448.9  

西門子 Logo!實務應用 / 賴祐炯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37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97-211-3 ( 平 裝 ) 

NT$500  

1.自動控制  448.9  

工業機器手臂控制實務 / 陳茂璋, 吳

煌壬, 洪茂松, 林麗雲, 胡家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11007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683-8-0 (平

裝) NT$400  

1.機器人  448.992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暨所屬機關研

究計畫成果彙編. 109 年度 / 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編著 .-- 新北市 : 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10 .-- 冊 .-- ISBN 

978-986-5467-26-5 ( 全 套 : 平 裝 ) 

NT$250  

1.核能 2.能源安全 3.核能廢料  

449.07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污水與廢水工程 : 理論與設計實務 / 

陳之貴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27-8 (平

裝) NT$400  

1.汙水工程  445.48  

巫師與先知 : 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

拯救我們免於生態浩劫? / 查爾斯.曼

恩(Charles C. Mann)作 ; 甘錫安, 周沛

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8 .-- 632 面; 21 公分 .-- (Beyond) .-

- ISBN 978-986-06734-1-8 ( 平 裝 ) 

NT$650  

1.環境科學 2.環境保護  445.9  

台灣環保噪音汙染戕害人權 / 王寶

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009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2546-6-4 (平裝) NT$250  

1.噪音 2.噪音防制 3.高雄市  445.95  

應用化學；化工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完全解析 / 林

育生著 .-- 三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8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18-45-3 (平裝) 

NT$1000  

1.化學工程 2.單元操作  460.21  

(專技高考)食品技師 30 天一次攻榜 : 

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 / 黃子寧編著 .-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86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0-575-1 (平裝)  

1.食品科學 2.食品工業 3.考試指南  

463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 陳肅霖, 徐近平, 

蔡文騰, 劉佳玲, 徐永鑫, 黃湞鈺, 江

孟燦, 江淑華, 黃千純, 林志城, 鄭安

晴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80-7 (平裝) 

NT$500  

1.食品科學  463  

食品加工實驗 / 吳鴻程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77-7 (平裝) NT$250  

1.食品加工 2.實驗  463.034  

醋與時間的風味教科書 : 100+款醋

種介紹、87 道行家食譜、84 組風味

輪解析、54 間精選製醋商、11 種健

康益處,從根源到風味、從原料到應

用,全方位掌握千年飲食工藝 / 安潔

拉.克拉頓(Angela Clutton)著 ; 陳厚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06452-2-4 (精裝) 

NT$980  

1.醋 2.調味品 3.烹飪  463.46  

發酵文化人類學 : 從微生物世界看

見人類社會的樣貌 / 小倉拓作 ; 雷鎮

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

驗室,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31-2-0 (平裝) NT$360  

1.醱酵工業 2.食品工業 3.食品微生

物 4.文化人類學  463.8  

運用特殊釀造技術開發台灣水果酒

之產品導向研發技術報告 / 陳千浩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10 .-- 17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42-2 ( 平 裝 ) 

NT$250  

1.水果酒 2.釀造  463.815  

咖啡帝國 : 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

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 / 奧

古斯丁.塞奇威克著 ; 盧相如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510 面; 23 公分 .-

- (人文 ) .-- ISBN 978-957-05-3351-4 

(平裝) NT$550  

1.咖啡 2.食品工業 3.國際貿易  

46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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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採集者 : 全球名品香水的溯源

之 路  / 多 明 尼 克 . 侯 柯 (Dominique 

Roques)著 ; 韓書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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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337-8 (平裝) NT$380  

1.香水  466.71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1 = Yearbook 

of applied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021 / 

林建邦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出版 : 經

濟部技術處發行, 11008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23-62-7 (平裝) 

NT$5500  

1.生物技術業 2.年鑑  469.5058  

製造 

實戰物聯網 : 運用 ESP32 製作厲害又

有趣的專題 / Agus Kurniawan 原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1-1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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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

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1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592-753-0 (平裝) NT$4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程

式設計  471.516  

木頭爵士的木工入門課 / 洪子晧著 .-

- 臺 中 市  : 木 頭 爵 士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9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909-0-3 (平裝) NT$800  

1.木工 2.家具製造  474.3  

商業；各種營業 

餐飲服務 : 理論與實務 / 李鳳英, 陳

春容, 邱翠華, 蔡沛汝, 林玉婷, 劉金

英, 鄭傑夫, 李語宸合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87-6 (平裝) NT$475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AIoT 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

機 / 裴有恆, 陳玟錡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908-1 (平裝)  

1.網路產業 2.產業發展  484.6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不銹鋼篇 / 

楊明修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007 .-- 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9-6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鋼鐵篇 / 陳

建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發行, 11007 .-- 7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352-8-9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 陳建任, 簡

佑庭, 林大鈞, 楊明修, 李盈瑩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

行, 11007 .-- 34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7-2 (平裝) NT$45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鈦金屬篇 / 

李盈瑩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007 .-- 7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897-2-3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鈦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銅金屬篇 / 

林大鈞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007 .-- 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897-1-6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銅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鋁金屬篇 / 

簡佑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出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1007 .-- 6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897-0-9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鋁  486.3058  

AIoT 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實

踐 / 裴有恆, 陳泳睿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4-847-3 (平裝) NT$390  

1.製造業 2.數位科技 3.產業發展 4.

個案研究  487  

出版編輯實務 / 陳文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55-1 (平裝) NT$400  

1.編輯 2.出版學  487.73  

進步台灣 : 八 0 年代出發的觀念啟航 

/ 高希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420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512) .-- ISBN 978-986-525-

248-9 (精裝) NT$600  

1.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出版業  487.78933  

時尚的誕生 : 透過 26 篇傳記漫畫閱

讀,進入傳世經典與偉大設計師的一

切! / 姜旻枝著 ; 李佩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 416 面; 22 公分 .-- (討論區 ; 46) .-- 

ISBN 978-986-179-678-9 ( 平 裝 ) 

NT$480  

1.服裝設計師 2.品牌 3.歷史 4.漫畫  

488.9099  

殯 葬 禮 儀 理 論 與 實 務  = Funeral 

etiquette theory and practice / 王夫子, 

郭燦輝, 尉遲淦, 邱達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16 面; 23 公分 .-- (生命

關懷事業叢書) .-- ISBN 978-986-298-

377-5 (平裝) NT$500  

1.殯葬業  489.66  

商學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0 ; 暨食尚好

品味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1008 .-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330-5-4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考科. 1 : (會計學

+貨幣銀行學)焦點速成 / 林惠貞, 陳

敏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20-556-0 (平

裝)  

1.會計學 2.貨幣銀行學  495.1  

會計學 / 盧文隆著 .-- 五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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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31-

1 (平裝)  

1.會計學  495.1  

會計學概要 / 盧文隆著 .-- 七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3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30-4 (平裝)  

1.會計學  495.1  

會計審計法規 / 陳春榮, 柯淑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5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43-8 ( 平 裝 ) 

NT$580  

1.會計法規 2.審計法規  495.2  

餐旅會計 : 財務分析與報表解讀 = 

Accounting essentials for hospitality 

managers / 張志揚, 林和靜, 李文瑜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3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067-6-8 (平裝)  

1.餐旅業 2.管理會計  495.59  

市場戰略 : 企業的最高級別目標與

行動 : 科特勒諮詢團隊經典解題 / 菲

力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 米爾頓.科

特勒(Milton Kotler), 曹虎(Tiger Cao), 

喬林(Collen Qiao), 王賽(Sam Wang)合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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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328 面; 21 公分 .-- (In 

action!使用的書 ; HA0100) .-- ISBN 

978-957-9689-62-5 (平裝) NT$550  

1.行銷學 2.策略管理  496  

行銷人員的 AI 百寶盒 / 黃義軒, 平林

真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846-6 (平裝) 

NT$650  

1.行銷學 2.人工智慧  496  

社群行銷的 12 堂嚴選課程 / 榮欽科

技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851-0 (平裝) 

NT$50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超人氣 Instagram 視覺行銷力 : 小編

不敗,經營 IG 品牌人氣王的 120 個秘

技!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889-3 (平裝)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網路行銷與 SEO 超級工作術 / 榮欽

科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855-8 (平裝) 

NT$450  

1.網路行銷 2.搜尋引擎 3.網站  496  

整合行銷傳播 : 全方位理論架構與

本土實戰個案 / 戴國良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982-5 (平裝) NT$520  

1.行銷傳播 2.行銷案例  496  

體驗至上 / 黃會超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0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713-2-2 (平裝) 

NT$399  

1.行銷學 2.消費心理學 3.顧客關係

管理  496  

消費者行為 / Michael R. Solomon 原

著 ; 陳尚永編譯 .-- 四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008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95-7 (平

裝)  

1.消費者行為 2.消費心理學  496.34  

物流管理 / 張簡復中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55-5 (平裝) NT$500  

1.物流業 2.物流管理  496.8  

流通管理概論 :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

例 / 戴國良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981-8 (平裝) NT$480  

1.物流業 2.物流管理 3.個案研究  

496.8  

現代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實務 : 迎接

ABC 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 / 游兆鵬, 

洪崑欽, 李睿光, 黃正淡, 林建文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4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515-6-0 (平裝)  

1.物流管理 2.供應鏈管理  496.8  

廣告學 : 策略、經營與實例 / 戴國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5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74-0 (平裝) 

NT$600  

1.廣告學  497  

帶貨女王的爆款文案賣貨指南 / 兔

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3 公分 .-- 

(Biz ; 372) .-- ISBN 978-986-0742-78-7 

(平裝) NT$42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開小店最該要做的事 : 從投入最少

本錢,到選擇最佳地點的 35 個技巧! / 

王森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 (Biz) .-- ISBN 978-986-5564-40-7 (平

裝) NT$280  

1.商店管理 2.創業  498  

現代零售管理新論 : 門市與零售管

理 / 楊浩偉, 蔡清德, 胡政源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5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756-2 (平裝) 

NT$500  

1.零售商  498.2  

企業管理 

ME Bench 經管效能評量平台技術手

冊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

力中心, 110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54-89-5 ( 平 裝 ) 

NT$280  

1.企業經營 2.品質管理 3.績效評估  

494  

思考不一定致富,要有行動才會成功 : 

有能力、有資本、有謀略,為什麼賺

不了錢?快找出生意場上的那隻「鼴

鼠」! / 徐書俊, 吳利平, 王衛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8 .-- 2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782-0 (平

裝) NT$360  

1.商業管理 2.企業領導 3.職場成功

法  494  

專案管理輕鬆學 : PMP 國際專案管

理師教戰寶典 / 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4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853-4 (平裝)  

1.專案管理  494  

管理學大師的 90 堂課 : 開發顧客 X

領導團隊 X 決策方式 X 組織變革 / 

詹姆斯.麥格拉斯(James McGrath)作 ; 

楊毓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00 面; 23 公分 .-- (認真職場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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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06783-1-4 ( 平 裝 ) 

NT$350  

1.企業管理 2.格言 3.職場成功法  

494  

圖解管理學 / 陳昵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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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0-182-4 (平裝) 

NT$350  

1.管理科學  494  

總經理你要怎樣! : 別再只懂黑臉壓

制!你試過用「鮭魚精神」領導企業

嗎? / 楊仕昇, 馬銀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786-8 ( 平 裝 ) 

NT$399  

1.企業領導 2.領導理論  494  

BCG 解決問題的技術 : 向首席策略

顧問學習高效工作的技巧,鍛鍊你的

敏銳思考力 / 徐瑞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Big ; 

368) .-- ISBN 978-957-13-9242-4 (平裝) 

NT$330  

1.策略管理 2.思考  494.1  

SSD 企 業 創 新 策 略 管 理 技 術  =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system 

development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 顏敏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產業創新研

究院亞洲學會, 11007 .-- 19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857-0-1 (平裝) 

NT$680  

1.企業管理 2.策略管理  494.1  

在家也能拚經濟 : 從零開始的斜槓

創業,全職媽媽教你的全方位財務自

由計畫 / 克莉絲朵.潘恩(Crystal Paine)

著 ; 陳依亭, 王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創新觀

點) .-- ISBN 978-957-08-5965-2 (平裝)  

1.創業 2.家計經濟學 3.女性  494.1  

設計思考工具箱 : 一本結合商業與

創新的最佳應用指南 / 麥可.路里克

(Michael Lewrick), 派 翠 克 . 林 克

(Patrick Link), 賴利.萊佛(Larry Leifer)

著 ; 阿奇姆.史密特(Achim Schmidt)

繪 ;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6 公分 .-- (好想法 ; 35) .-- 

ISBN 978-986-0795-32-5 ( 平 裝 ) 

NT$699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莊家優勢 : MIT 數學天才的機率思考,

人生贏家都是機率贏家  / 馬愷文

(Jeffrey Ma)著 ; 林麗冠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41-41-4 (平裝) 

NT$420  

1.決策管理 2.商業統計 3.商業分析  

494.1  

*脫貧者 : 擺脫貧窮的第一步,從打破

階級複製開始 / 溫亞凡, 劉寶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8 .-- 2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775-2 (平

裝) NT$38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創業家的致勝寶典 : 教你如何用法

律眼洞悉公司治理的陷阱 / 洪宗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85-3-7 (平

裝) NT$350  

1.企業管理 2.創業 3.法律諮詢  

494.1  

經營策略企劃案撰寫 : 理論與實務 / 

戴國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042-1 (平

裝) NT$600  

1.企劃書 2.企業經營 3.策略管理 4.

個案分析  494.1  

數位轉型進化論 : step by STEPS DX

不卡關 轉型好簡單 / 資策會地方創

生服務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地方創生服務

處, 110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81-831-9 (平裝) NT$600  

1.企業經營 2.數位科技 3.產業發展  

494.1  

樂觀者的遠見 : 在莽撞決斷的時代,

我們如何克服短視、超前思考? / 比

娜.文卡塔拉曼(Bina Venkataraman)著 ;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68 面; 21 公分 .-- (Next ; 294) .-- ISBN 

978-957-13-9228-8 (平裝) NT$480  

1.決策管理 2.風險評估  494.1  

研究所分章題庫(作業研究) / 李昊, 

徐明龍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1-8 (平

裝) NT$650  

1.作業研究  494.19  

正向領導力 : 如何好好對員工說話

的主管職場心理學 / 汪士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22-7 (平裝) NT$360  

1.領導者 2.工作心理學 3.職場成功

法  494.2  

十萬本書的魔力 : 年輕人出人頭地

的 8 個翻轉思維 / 胡立陽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1008 .-- 250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MA019) .-- 

ISBN 978-986-06879-0-3 ( 平 裝 )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大局思維 : 倫敦政經學院行為科學

教授,教你如何放大格局、掌握關鍵,

達成最有利的職涯擴張目標 / 葛蕾

絲.洛登(Grace Lordan)著 ; 洪慈敏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227-2 ( 平 裝 ) 

NT$450  

1.職場成功法 2.行為科學  494.35  

真的找到問題了嗎? / 陳楊林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30-9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給沒有夢想的人!邊走邊想職涯探險

指南 / 林婷安(Fiona Lin)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

庫 ; 196) .-- ISBN 978-986-175-627-1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動物園 : 上班族生存教戰守則!

透晰職場叢林,邁向成功之路! / 康斯

坦茲.瑪赫(Constanze Mager)著 ; 周鼎

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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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67-20-9 (平裝) NT$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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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場成功法  494.35  

爆賣產品這樣來!前 Google 創新主管

用小投資測試大創意的實用工具書 / 

阿爾伯特.薩沃亞(Alberto Savoia)著 ; 

陳依萍, 吳慧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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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304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

刊叢書 ; BW0780) .-- ISBN 978-626-

7012-31-4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商品設計  494.35  

史上最強整理術 : 掌握三大要領、

七大守則.輕鬆提升工作效能 / 三橋

志津子著 ; Kainin 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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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31) .-- ISBN 978-626-7012-53-6 (平裝) 

NT$350  

1.事務管理 2.文書管理  494.4  

會展管理概論 / 謝碧鳳, 林彩蕙, 李琇

玲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

大學, 11008 .-- 4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50-1-5 (平裝) NT$450  

1.會議管理 2.展覽  494.4  

圖表家族 : 從小六到上班族都看得

懂的圖表書 / Re-lab 團隊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轉轉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986-06923-0-

3 (全套:平裝) NT$520  

1.事務管理 2.圖表 3.視覺設計  

494.4  

圖解可靠性技術與管理 / 陳耀茂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2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980-1 ( 平 裝 ) 

NT$300  

1.品質管理  494.56  

採購與供應專業術語彙編 = Glossary 

of key purchasing and supply terms / 許

振邦作 .-- 增修訂十版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 

11008 .-- 24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580-0-0 (平裝) NT$380  

1.採購管理 2.供應鏈管理 3.術語  

494.5704  

*財務管理學實戰 BOOK / 張翔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007 .-- 61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7004-32-6 (下冊:平裝) 

NT$650  

1.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 活用心

理學與行為經濟學 / Stephen Wendel

原著 ; 林玠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9-

7 (平裝)  

1.行為科學 2.產品設計  501.9  

統計 

臥底經濟學家的 10 堂數據偵探課 /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 廖建容,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52 面 ;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40) .-- ISBN 978-986-525-263-2 

(平裝) NT$420  

1.統計學 2.統計方法  510  

統計的藝術 : 如何從數據中了解事

實 , 掌 握 世 界  / 大 衛 . 史 匹 格 哈 特

(David Spiegelhalter)著 ; 羅耀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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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16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 ; 170) .-- ISBN 

978-986-06579-6-8 (平裝) NT$580  

1.統計學 2.通俗作品  510  

教育 

國家教育心靈 : 創造個人幸福與美

好社會的教育生態系統 / 陳騏龍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18-26-2 (平裝) NT$450  

1.教育哲學 2.人生哲學  520.11  

杏壇芬芳錄. 2021 / 陳江海主編 .-- 臺

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11007 .-- 3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47-4 (精裝)  

1.教育 2.優良教師 3.文集  520.7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 : 四十個啟發人

心的真實故事 / 愛絲特.萊特著 ; 張篤

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008 .-- 冊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69-32-7 (下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569-31-0 (上

冊:平裝) NT$340  

1.教育 2.文集  520.7  

晚清教育制度西化的前奏 : 癸卯學

制 頒 行 前 西 式 教 育 的 借 入  = The 

prelude of the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 

the educational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before the enacting of Gui-Mao school 

system / 周愚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1008 .-

- 6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624-74-3 (平裝) NT$550  

1.教育史 2.教育制度 3.比較教育 4.

清代  520.92  

費曼學習法 / 尹紅心, 李偉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Guide 

book ; 377) .-- ISBN 978-626-7009-49-9 

(平裝) NT$300  

1.學習方法  521.1  

學習力之統合分析探究 : 自我導向

學習、合作學習與團隊學習 / 陳殷

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8 .-- 7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36-1 ( 平 裝 ) 

NT$350  

1.學習心理學 2.自我導向學習 3.合

作學習 4.團體學習  521.1  

邁向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 : 如何

整合內容與歷程 / 琳恩.艾瑞克森(H. 

Lynn Erickson), 洛薏絲.蘭寧(Lois A. 

Lanning)作 ; 李秀芬, 林曦平, 李丕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3 公

分 .-- (課程教學系列 ; 41337) .-- ISBN 

978-986-0744-19-4 (平裝) NT$350  

1.教學研究 2.教學設計 3.教學法  

521.4  

夢的實踐. 2 : MAPS 種子教師教學現

場紀實 / MAPS 種子教師合著 ; 王政

忠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

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224 面; 26

公分 .-- (言無盡 ; 4) .-- ISBN 978-986-

95367-9-0 (平裝) NT$420  

1.教學法 2.系統化教學 3.文集  

521.407  

*情境模擬學習之應用探討 : 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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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applications of situational 

simulation learning / 羅見順作 .-- 初

版 .-- 雲林縣北港鎮 : 禾橙視覺設計

有限公司, 11007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9-0-8 ( 平 裝 ) 

NT$350  

1.數位學習 2.虛擬實境  521.539  

巔峰型教師 : 快樂教師效應的實踐 = 

The flourishing teachers : practice of 

happy teacher effect / 余民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168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571-5 (平

裝) NT$240  

1.教師心理 2.心理衛生  522.014  

學校教評會運作與教師法律救濟  : 

行政法院裁判解析 / 翁國彥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583-8 (平裝) NT$480  

1.教師 2.教育法規 3.法律救濟  

522.023  

(教師檢定)素養導向 : 最新國小類教

師檢定通關寶典 : 重點整理+模擬試

題+歷年試題解析 / 艾育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1-3 (平裝)  

1.教師專業資格  522.1  

有沒有讓腦袋變聰明的藥? : 腦科學

家池谷裕二 X 人氣繪本作家吉竹伸

介,聯手為小朋友解答大腦與心理的

各種疑難雜症 / 池谷裕二著 ; 吉竹伸

介繪 ; 葉韋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505-2 (平裝) NT$350  

1.兒童教育 2.問題導向學習  523  

花蓮縣推動讀經教育讀本 / 饒忠總

編輯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 11008 .-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9-52-2 (平裝)  

1.兒童教育 2.啟蒙教育 3.讀經  523  

貓熊警察 : 恐龍蛋失竊事件 / 信子文.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8 面; 37 公分 .-

- (繪本 ; 237) .-- ISBN 978-626-305-

066-2 (精裝) NT$400  

1.兒童遊戲 2.繪本  523.13  

用視覺圖讀懂 100 個語言發展詞彙 = 

Visual learning for 100 language 

development vocabulary words / 童寶娟, 

鄭子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7-175-1 (活頁

裝) NT$1000  

1.兒童語言發展  523.16  

阿鎧老師小一先修班,幼兒的讀寫.專

注力遊戲 : 讓孩子仔細讀、認真寫、

專心上課 / 張旭鎧著 .-- 2 版 .-- 臺北

市 : 新手父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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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08 面; 23 公分 .-- (好

家 教  ; SH0166X) .-- ISBN 978-626-

7008-04-1 (平裝) NT$450  

1.幼兒教育 2.學前教育 3.遊戲教學  

523.2  

小小建築師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 市  :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49-2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房屋 3.建築物  523.23  

三隻小豬搬新家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47-8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房屋建築 3.建築材料  

523.23  

全家愛一起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 市  :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48-5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家庭  523.23  

有愛一家人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 市  : 華 人 國 際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50-8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家庭關係  523.23  

快樂小窩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024-52-2 (平裝附光

碟片)  

1.學前教育 2.家庭 3.房屋  523.23  

玩蛋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

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ISBN 

978-626-7024-53-9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蛋  523.23  

豬大哥的夢想屋 / 楊惠君執行編輯 .-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51-5 

(平裝附光碟片)  

1.學前教育 2.房屋 3.建築材料  

523.23  

親子數學圖解大百科 : 小孩更容易

懂,不用硬記的超有趣數學寶典! / 李

京美, 金銀璟, 尹貞心原著 ; 陳盈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2-904-3 (平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初等教育  

523.23  

中小學教學改革 : 議題與方法 / 林進

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13-1 (平裝) 

NT$440  

1.教學研究 2.中小學教育  523.3  

天天閱讀. 低年級 / 賴慶雄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 冊 .-- ISBN 978-986-452-388-7 (第 1

冊 :平裝 ) NT$120 .-- ISBN 978-986-

452-389-4 (第 2 冊:平裝) NT$120  

1.語文教學 2.閱讀指導 3.小學教學  

523.31  

天天閱讀. 低年級 / 賴慶雄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9 .-

- 冊 .-- ISBN 978-986-452-390-0 (第 3

冊 :平裝 ) NT$120 .-- ISBN 978-986-

452-391-7 (第 4 冊:平裝) NT$120  

1.語文教學 2.閱讀指導 3.小學教學  

523.31  

有效的讀寫教學 : 平衡取向教學  / 

Michael Pressley, Richard L. Allington

著 ; 曾世杰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 23 公 分  .-- ( 語 文 教 育 系 列  ; 

48022) .-- ISBN 978-986-0744-20-0 (平

裝) NT$500  

1.語文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1  

我從天空飛過 : 國語文教學與日常 / 

許育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41-4 (平

裝)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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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語教學 2.教材教學 3.中小學教

育  523.31  

閱讀素養故事集 / 品學堂編輯團隊

作 ; 毛豬漫畫 ; 水腦插畫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84 面; 25 公分 .-- (晨讀 10

分鐘 ; 43) .-- ISBN 978-626-305-072-3 

(平裝) NT$320  

1.閱讀指導 2.初等教育  523.31  

作文變很大 / 張惠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 256 面; 21 公分 .-- (九歌小教室 ; 8) .-

- ISBN 978-986-450-359-9 ( 平 裝 ) 

NT$32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初等

教育  523.313  

8800 音 : 打好基礎 CVC = Mi 8800 

sounds / 李佳蒨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實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雙

母語學殿發行, 11008 .-- 冊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441-5-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99441-6-8 (下

冊:精裝) .-- ISBN 978-986-99441-7-5 

(全套:精裝) NT$1000  

1.英語教學 2.發音 3.初等教育  

523.318  

英 文 會 話 字 典  =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dialogue / Aurora, Chien(簡鈺蓓), 

Sasha Ho(何修宜)文字編輯 .-- 新北

市  : 拇 指 王 文 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295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06187-9-2 (精裝) NT$1200  

1.英語教學 2.會話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英文聽力練習 : 中小學生專用 = The 

best choice for English beginners : useful 

English listening practice / 心樵知性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拇指

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1008 .-- 63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06187-8-5 (精

裝) NT$360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3.318  

原來數學這樣教更有效 : 一位數學

教育家的 92 個教學反思,備課前、課

堂中、下課後,從激勵學習、培養思

考力、善用範例、刻意練習到評量

診斷,讓老師與學生共享數學的樂趣 

/ 葛雷格.巴頓(Craig Barton)原著 ; 廖

婉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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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512 面; 

23 公分 .-- (數感 ; FN) .-- ISBN 978-

626-315-004-1 (平裝) NT$800  

1.數學教育 2.教學法 3.中小學教育  

523.32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 

幾何、代數思維與統計 / 林素微, 許

慧玉, 陳嘉皇, 鄭英豪, 謝闓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32-2 ( 平 裝 ) 

NT$220  

1.數學教育 2.教學法 3.小學教學  

523.32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 

量與實測 / 林原宏, 袁媛, 游自達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11-7 ( 平 裝 ) 

NT$250  

1.數學教育 2.教學法 3.小學教學  

523.32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 

數與計算 / 李源順, 陳建誠, 劉曼麗, 

謝佳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05-6 (平

裝) NT$400  

1.數學教育 2.教學法 3.小學教學  

523.32  

數學這樣學 : 國小數學感學習. 五年

級 / 李源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5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10-0 (平裝) NT$45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數學這樣學 : 國小數學感學習. 六年

級 / 李源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008-7 (平裝) NT$42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小 : 一百週年

校 慶 紀 念 特 刊  = Bitou Elementary 

School 100th anniversary / 陳玉芳總編

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

民小學, 110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43-7 (精裝)  

1.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小  

523.833/103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自

主學習成果彙編. 109 學年度 = Self-

directed learning / 陳孟宏, 劉澐涵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臺中

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1009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1-12-7 (平裝)  

1.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2.自主學習 3.中等教育  524.3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 古代散文

選讀(教師手冊). 2 / 孫紹振, 孫劍秋

主編 .-- [臺南市] :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664-2-7 (上卷:平裝)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 古代散文

選讀(教師用書). 2 / 孫紹振, 孫劍秋

主編 .-- [臺南市] :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664-1-0 (上卷:平裝)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 古代散文

選讀. 2 /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 [臺

南 市 ] : 南 億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4-0-3 (上卷:平裝)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 董幸

正作 .-- 四版 .-- 臺北市 : 深思文化創

意科技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91-0-5 (平裝)  

1.漢語教學 2.論文寫作法 3.中等教

育  524.313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 高中

生的專題研究方法 / 黃春木著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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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12-49-9 ( 平 裝 ) 

NT$35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中等教育  

524.313  

從哆啦 A 夢學作文. 1, 基礎篇 / 管家

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

業社,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管

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俱樂部 ; 6) .-- 

ISBN 978-986-06242-9-8 ( 平 裝 ) 

NT$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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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從哆啦 A 夢學作文. 2, 進階篇 / 管家

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

業社,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管

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俱樂部 ; 7) .-- 

ISBN 978-986-06885-0-4 ( 平 裝 ) 

NT$34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從哆啦 A 夢學作文. 3, 實戰篇 / 管家

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

業社,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管

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俱樂部 ; 8) .-- 

ISBN 978-986-06885-1-1 ( 平 裝 ) 

NT$34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高中數學 A iFun 學課堂講義 / 蔡杰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03-829-8 (第 4 冊: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虛數 : 完整數的世界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園芝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28 面; 21 公分 .-- (觀念伽利

略 ; 3) .-- ISBN 978-986-461-257-4 (平

裝) NT$32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一本書徹底了解

生物 / 大森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23 公分 .-- (Style ; 55) .-- ISBN 978-986-

0742-79-4 (平裝) NT$380  

1.生物 2.中等教育  524.36  

科學探究力 / 鄭志鵬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

育 ; 224) .-- ISBN 978-626-305-065-5 

(平裝) NT$380  

1.科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6  

迎戰 108 新課綱 : 高中英文基礎字彙. 

Levels 1 & 2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516 面; 26 公分 .-- (108 課

綱核心素養. 升大學系列 ; A92) .-- 

ISBN 978-986-06662-3-6 ( 平 裝 ) 

NT$350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國中會考英語單字 2000 / 張瑪麗, 湯

姆斯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

公司,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英

語系列 ; 74) .-- ISBN 978-986-06114-6-

5 (平裝附光碟片) NT$34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學測英文克漏字滿分攻略 : 50 回精

華模擬試題 /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Laura Phelps

作 ; 劉嘉珮, 黃詩韻翻譯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0-

046-9 (平裝)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建構水沙連學 : 暨大人文創新與社

會實踐的行動研究 / 江大樹, 張力亞, 

童靜瑩, 朱柏勳, 梁鎧麟, 詹弘廷, 李

希昌, 李淳琪, 彭國棟, 楊智其, 陳仲

沂, 邱美蘭, 蘇彙伶, 陳谷汎, 陳皆儒, 

蔡勇斌, 葉明峰, 馮郁筑, 曾喜鵬, 劉

明浩, 林建宏, 羅麗蓓, 李瑞源, 林鴻

瑞, 梁信筌, 馮丰儀, 林妙容, 林怡資, 

吳淑玲作 ; 江大樹, 張力亞主編 .-- 南

投縣埔里鎮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11008 .-- 375 面; 21 公分 .-- (水沙連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叢書 ; 4) .-- ISBN 

978-957-8825-14-7 (平裝)  

1.高等教育 2.學校與社區 3.教學設

計 4.文集  525.307  

大專生命教育 : 理念實踐與教案示

例 / 王朝興, 李中芬, 李建模, 周文祥, 

周秀玉, 林美鳳, 邱靜娥, 洪麗卿, 翁

霓, 張書銓, 張崑將, 梁寶芝, 莊聲和, 

黃俊昌, 黃鴻博, 楊淑華, 葉忠達, 顏

秀芬作 ; 李建模, 王朝興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

金會, 11008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623-9-7 (平裝) NT$60  

1.通識課程 2.生命教育 3.高等教育  

525.33  

大學生 PBL 融入服務學習. 社區服務

篇 / 林佳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

雅資訊有限公司, 11007 .-- 1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43-2-6 (第 1

冊:平裝) NT$380  

1.通識教育 2.問題導向學習 3.社區

服務  525.33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八期 / 呂立

德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007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89-99-5 (平裝)  

1.通識教育 2.期刊  525.3305  

*學術這條路 / 戴伯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2-11-3 (平裝) 

NT$350  

1.高等教育 2.學校行政 3.學校管理 

4.師道  525.6  

多元創新 校務騰聲 : 2013-2021 謝楠

楨校長與北護共同成長 / 葉賢忠總

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110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24-5-9 (平裝)  

1.謝楠楨 2.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校長 4.學校行政  525.833  

輔英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 

2020 / 薄榮薇總編輯 .-- 高雄市 : 輔英

科技大學, 11007 .-- 11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0928-7-6 (平裝)  

1.輔英科技大學  525.833/131  

學校行政 / 吳清山著 .-- 八版 .-- 新北

市  : 心 理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392 面; 23 公分 .-- (教育行政

系列 ; 41439) .-- ISBN 978-986-0744-

21-7 (平裝) NT$450  

1.學校行政  526  

金門縣教育年報. 2018-2021 = Kinmen 

County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 黃雅芬

總編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

府教育處, 11007 .-- 2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68-16-3 (平裝)  

1.教育行政 2.福建省金門縣  

526.39231  

孩子,我想見到你 : 沒有 SOP 的學校

社工師教戰策略 / 陳盈靜, 江美彥, 龔

思瑜, 鄭景鐘, 曾永富, 陳佳慧核心撰

寫 ; 楊玉珊, 林曙平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2-17-3 (平

裝)  

1.學校輔導 2.青少年輔導 3.社會工

作  527.4  

山誼 : 政大登山隊成立五十週年紀

念專刊 / 何中達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11009 .-

- 5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

06950-0-7 (精裝)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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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登山隊 2.歷史 3.雜

文  527.83  

成為 21 世紀的專業父母 / 劉艾青

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家百濃

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854-0-4 (平

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兒童的管與教 / 高金成著 .-- 初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高金成, 11007 .-- 1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2-

3 (平裝) NT$300  

1.親職教育 2.兒童心理學 3.育兒  

528.2  

猶太人教育的長久秘密 / 金泰允作 ; 

林育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

版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2 公

分  .-- (issue ; 32) .-- ISBN 978-986-

06620-2-3 (平裝) NT$360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猶太民族  

528.2  

最好的教養,從正向面對情緒開始 : 

父母最信賴的心理學家,教你如何不

打不罵不怒吼,回應 1-5 歲孩子的負

面情緒和行為  / 伊莎貝爾 .費歐沙

(Isabelle Filliozat)著 ; 周昭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222-7 ( 平 裝 ) 

NT$36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兒童心理

學  528.2  

最高教養法 / 博克重子著 ; 陳亦苓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0-169-5 ( 平 裝 )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無意良母 : 賴曉妍育兒日記 x 葉丙成

觀察筆記 / 賴曉妍, 葉丙成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160 面; 21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71) .-- ISBN 978-626-305-069-

3 (平裝)  

1.親職教育 2.家庭教育 3.育兒  

528.2  

遊戲式情緒教養魔法書 : 教育現場

也適用!遊戲治療師專為 3-9 歲設

計,101 種協助孩子探索情緒、緩解

焦慮、促進連結的親子遊戲! / 梅麗

莎.拉維尼(Melissa LaVigne)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

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506-6 ( 平 裝 ) 

NT$450  

1.親職教育 2.情緒教育 3.遊戲治療  

528.2  

撞牆教養學 : 12 個練習,理解孩子,排

除各種疑難雜症 / 童童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Happy 

family ; 86) .-- ISBN 978-986-136-597-8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公民與現代社會 / 吳芸嫻, 邱筱琪, 薄

有為, 殷瑞宏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27-

4 (平裝) NT$320  

1.公民教育  528.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 我不亂發脾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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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06494-4-4 (平裝附

光碟)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528.33  

*放學後才是關鍵! : 共學共遊,啟發

孩子的未來大能力! / 黃能得著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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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0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46) .-- 16 週年茁壯紀念版 .-

- ISBN 978-986-384-567-6 ( 平 裝 ) 

NT$400  

1.生活教育 2.子女教育  528.33  

勇 氣  : 勇者 如 何  又 為 何無 懼 ? = 

Courage / 吳澤玫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4912-6-6 (平裝) NT$240  

1.生活教育 2.中等教育 3.德育 4.品

格  528.33  

怎麼問才對? : 怎麼問問題?或是不問

問題  / 艾普莉兒 .薩爾 (April Pulley 

Sayre) 文  ; 莉 莎 . 赫 南 迪 斯 (Leeza 

Hernamd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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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525-250-2 ( 精 裝 ) 

NT$350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528.33  

繪本探索書 : 紙箱裡的秘密 / 楊惠君

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007 .-- 28 面; 26X24 公

分 .-- ISBN 978-626-7024-28-7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528.33  

(漫畫圖解)一問一答.災害求生指南 : 

地震來了怎麼辦? / 木原實作 ; 大野

直人繪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5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 ; 188) .-- 

ISBN 978-986-507-504-0 ( 精 裝 ) 

NT$320  

1.地震 2.安全教育 3.兒童教育 4.漫

畫  528.38  

(漫畫圖解)一問一答.災害求生指南 : 

水災來了怎麼辦? / 木原實作 ; 大野

直人繪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56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 ; 189) .-- 

ISBN 978-986-507-503-3 ( 精 裝 ) 

NT$320  

1.水災 2.防災教育 3.漫畫  528.39  

臺灣工業專科教育的興衰 / 何清釧, 

翁鴻山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

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發行, 11007 .-- 180 面; 26 公

分 .-- (臺灣工程教育史. 5. 第伍篇) .-- 

ISBN 978-986-5635-54-1 ( 精 裝 ) 

NT$560  

1.工業職業教育 2.職業學校 3.教育

史 4.臺灣  528.8352  

食品化學與分析含實習總整理 / 鄭

清和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

書有限公司, 11007 .-- 42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31-43-0 (上冊:

平裝)  

1.食品科學 2.食品加工 3.食品分析 

4.技職教育  528.8459  

失去青春的孩子 : 美髮建教生的圓

夢與碎夢 / 涂曉蝶著 .-- 初版 .-- 台北

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336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17) .-- 

ISBN 978-986-06604-2-5 ( 平 裝 ) 

NT$400  

1.建教合作 2.美髮業  528.858  

羽球王子. 8, 臥虎藏龍 / 疾風社團故

事.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3 公分 .-- (超越極限) .-- ISBN 978-

986-0761-10-8 (平裝) NT$280  

1.體育 2.漫畫  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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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解剖 : 501 個肌力強化訓練 / 娜

塔莎.戴蒙德.沃克(Natasha Diamond-

Walker)作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1-310-4 ( 平 裝 ) 

NT$380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3.肌肉  

528.9  

東師體育. 27 / 陳紋鋒總執行編輯 .-- 

臺東縣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

學系, 11008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0-3 (平裝)  

1.體育 2.期刊  528.905  

素養導向職前體育師資培育課程與

教學  : 理念與實務  = Competence-

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initi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 the idea and practice / 掌慶

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出版中心, 11007 .-- 4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75-0 (平裝)  

1.體育教學 2.師資培育  528.92  

8 大肌群 x60 種專業級項目阻力訓練

分析全書 : 從健身新手到重訓選手

都需要的科學訓練指引 / 豊島悟著 ; 

池迎瑄,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4-793-

8 (平裝)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3.肌肉  

528.923  

狂飆的 18 鐵人 : 台灣經典賽事與備

賽攻略 / 陳彥良, 王千由, 王心恬, 江

晏慶, 何航順, 李詹瑩, 林玉芳, 林金

財, 林澤浩, 范永奕, 段慧琳, 姚焱堯, 

姚黛瑋, 許元耕, 郭修森, 郭家齊, 黃

柏青, 楊志祥, 謝伯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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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609-9 (平

裝) NT$380  

1.三項運動 2.運動訓練  528.9474  

輔大男足參與大專足球聯賽 : 體育

成就競賽實務報告. 106 學年度 / 邱

奕文作 .-- 新北市 : 邱奕文, 11007 .-- 

1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42-4 (平裝)  

1.足球 2.運動競賽  528.951  

NBA 經典進攻戰術解析 / 曹冬, 單曙

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9 .-- 222 面; 21 公分 .-

- (運動精進叢書 ; 29) .-- ISBN 978-

986-346-338-2 (平裝) NT$280  

1.職業籃球  528.952  

閒暇、身體與政治 : 近代中國游泳

文化 / 潘淑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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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0 面; 23 公

分 .--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 10) .-

- ISBN 978-986-350-473-3 ( 精 裝 ) 

NT$600  

1.游泳 2.文化史 3.中國  528.961  

水肺潛水寶典 : 從 OW 到 AOW = 

Scuba diving .-- 新北市 : 易潛企業有

限公司, 11007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90-6-8 ( 平 裝 ) 

NT$1200  

1.潛水  528.962  

自由潛水寶典 : 從 Level 1 到 Level 4 

= Freediving .-- 新北市 : 易潛企業有

限公司, 11007 .-- 3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90-5-1 ( 平 裝 ) 

NT$1200  

1.潛水  528.962  

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釋疑 / 

李慶榮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武學釋典) .-- ISBN 978-986-

346-339-9 (平裝) NT$280  

1.太極拳  528.972  

快跤 : 應變與防護 / 林奉文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008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

69-9 (平裝) NT$600  

1.摔角  528.976  

原住民族多元智能 : 原住民族知識

體系 / 洪清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012-4 (平裝) NT$260  

1.原住民族教育 2.民族文化 3.臺灣

原住民族  529.47  

學習的引路人 :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

生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設計示例. 高中

篇 / 劉明超, 歐人豪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42-0 (平

裝)  

1.身心障礙教育 2.性別平等 3.教學

法 4.中等教育  529.55  

學習的引路人 :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

生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設計示例. 國小

篇 / 劉明超, 歐人豪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40-6 (平裝)  

1.身心障礙教育 2.性別平等 3.教學

法 4.初等教育  529.55  

學習的引路人 :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

生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設計示例. 國中

篇 / 劉明超, 歐人豪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07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41-3 (平

裝)  

1.身心障礙教育 2.性別平等 3.教學

法 4.中等教育  529.55  

找到自己的位置 : 早療社工在專業

間工作的實踐經驗與困境 / 張秀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

公司, 11009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11-3 (平裝)  

1.早期療癒 2.社會工作 3.社工人員  

529.6  

中華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1 年 / 林寶貴, 宣崇慧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

礙教育學會, 11009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29-1-1 (平裝)  

1.語言障礙教育 2.溝通 3.文集  

529.6307  

小熊逛市場 / 張素卿(kiki)文 ; 周見信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539-3-9 (精裝) 

NT$380  

1.手語 2.繪本 3.聽障教育  529.675  

(學習方法)這樣背更快!國考達人連

三金榜的學習關鍵 : 從探索→備考

→應試→上榜的完全指引 / 黃禕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0-584-3 (平裝)  

1.國家考試 2.讀書法 3.學習方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 時尚新顯學 / 汪芷榆著 .-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29-8 (平裝)  

1.國際禮儀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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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百問. 第一篇, 「公媽牌」 / 楊烱

山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正品印刷設

計有限公司, 11008 .-- 5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91-5-9 (平裝) 

NT$600  

1.祭祖 2.祖先崇拜 3.民間信仰  

534.933  

六堆忠義文獻 / 邱炳華抄 ; 臺大歷史

系地方研究平臺點校 .-- 初版 .-- 苗栗

縣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 11008 .-- 260 面; 21 公分 .-- 

(六堆史料叢刊 ; 1) .-- ISBN 978-986-

5434-42-7 (精裝) NT$400  

1.客家 2.史料  536.211  

臺南東粵義民誌 / 邱炳華抄 ; 臺大歷

史系地方研究平臺點校 .-- 初版 .-- 苗

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 11008 .-- 167 面; 21 公分 .-

- (六堆史料叢刊 ; 2) .-- ISBN 978-986-

5434-43-4 (精裝) NT$300  

1.客家 2.史料  536.211  

部落千風 : 吹過阿里山的葉子們 / 江

寶釵編纂 ; 浦忠勇協纂 .-- 初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 11008 .-

- 75 面; 21 公分 .-- 國立中正大學高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 ISBN 978-986-

06055-5-6 (平裝)  

1.臺灣原住民族 2.植物志 3.嘉義縣  

536.33  

探險台灣 :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

之旅 / 鳥居龍藏原著 ; 楊南郡譯註 .-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480 面; 21 公分 .-

- (臺灣調查時代 ; 1) .-- ISBN 978-957-

32-9238-8 (平裝) NT$520  

1.臺灣原住民 2.田野工作  536.33  

*番俗六考 : 十八世紀清帝國的台灣

原住民調查紀錄 / 黃叔璥原著 ; 宋澤

萊翻譯 ; 詹素娟註解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出版社, 11007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01-973-7 (平裝) 

NT$550  

1.臺灣原住民族 2.平埔族群 3.風俗

志 4.清領時期  536.3306  

賽德克族文化誌 / 田哲益(達西烏拉

彎.畢馬), Watan Diro, 余秀娥(Maruta 

Buyung)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1 公

分 .-- (台灣原住民 ; 69) .-- ISBN 978-

626-7009-42-0 (平裝) NT$450  

1.賽德克族 2.民族傳統 3.民族文化  

536.3311  

回顧大馬蘭阿美部落歷史 : 過去與

現在 = O rayray no 'orip no niyaro' no 

Farangaw / Parac J. F. Chen 陳榮福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110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1-

18-8 (精裝)  

1.阿美族 2.部落 3.歷史 4.民族文化 5.

臺東縣  536.337  

平埔族調查旅行 : 伊能嘉矩<臺灣通

信>選集 / 伊能嘉矩原著 ; 楊南郡譯

註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36 面; 21 公

分 .-- (臺灣調查時代 ; 2) .-- ISBN 978-

957-32-9237-1 (平裝) NT$380  

1.平埔族 2.田野工作  536.339  

日本裝束解剖圖鑑 / 八條忠基著 ; 李

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04-792-1 (平裝)  

1.服飾習俗 2.日本  538.1831  

Hello Hello 你在哪個城市? / 曾琤編

著 ; 黃子紋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美育旺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3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953-0-4 (精裝)  

1.耶誕節 2.繪本  538.518  

飲食文化與鑑賞 / 林慶弧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751-7 ( 平 裝 ) 

NT$400  

1.飲食風俗  538.7  

一路順走 : 龍鳳、玉音牽亡歌陣團

探析 / 施德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0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7-30-0 (精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喪葬習俗 2.藝陣 3.臺南市  

538.833/127  

故海寻宝 / 陈宗厚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007 .-- 354 面; 

25 公分 .-- 正體題名:故海尋寶 .-- 

ISBN 978-986-06030-8-8 ( 平 裝 ) 

NT$570  

1.民間故事  539.5  

黃桐城民間傳說作品集 / 柯榮三, 邱

彩韻主編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東南亞學

系, 110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925-5-8 (平裝)  

1.民間故事  539.5231  

亂世中的人神傳說 : 奇廟高雄故事 / 

劉自仁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

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麗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3

公分 .-- (高雄文史采風 ; 第 21 種) .-- 

ISBN 978-986-5465-44-5 (平裝)  

1.民間故事 2.寺廟 3.高雄市  

539.533  

嘰哩咕嚕話三國 : 歇後語一點就通 / 

賴惠鳳文 ; 葉祐嘉圖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5-920-1 (第 2 冊:平裝) NT$290  

1.歇後語 2.中國  539.6  

语海淘金 / 陈宗厚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007 .-- 408 面; 

25 公分 .-- 正體題名:語海淘金 .-- 

ISBN 978-986-06898-1-5 ( 平 裝 ) 

NT$650  

1.諺語  539.9  

台語的鄉土口味 : 俗諺、俚語 / 顏勝

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島座放送,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572-4-6 (平裝) NT$360  

1.諺語 2.俚語 3.臺語  539.933  

社會學 

世界可以更美好 / 曼羅.里夫(Munro 

Leaf)圖.文 ; 陳以庭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86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427-441-3 (平裝) NT$300  

1.社會學 2.通俗作品  540  

人命如何定價 : 你我的命值多少由

誰決定?當代頂尖統計學家及衛生經

濟學家,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

環保、養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

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

義 /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著 ; 洪慧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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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 (臉譜書房 ; FS0135) .-- ISBN 978-

626-315-007-2 (平裝)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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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價值 2.社會倫理 3.平等  

540.23  

熟番與奸民 :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

與抗爭政治 = Cultivated aborigines and 

the unruled Hans : governance 

deploy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Qing Taiwan / 柯志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國立臺

灣大學發行,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350-476-4 (全套:平裝) NT$2600  

1.社會變遷 2.族群問題 3.社會史  

540.933  

熟番與奸民 :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

與抗爭政治 = Cultivated aborigines and 

the unruled Hans : governance 

deploy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Qing Taiwan / 柯志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國立臺

灣大學發行,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350-477-1 (全套:精裝) NT$3200  

1.社會變遷 2.族群問題 3.社會史  

540.933  

金廈漳泉區域協同發展實錄 . 2014-

2015 年 / 王水彰編著 .-- 初版 .-- 金門

縣金沙鎮 : 王水彰, 11008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9-2 (平

裝) NT$500  

1.文化交流 2.兩岸交流  541.28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

分析) / 洪澤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25-

8 (平裝) NT$600  

1.文化行政 2.行政決策  541.29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年 報 . 2020 = 

Annual report,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ministry of culture. 2020 / 陳濟

民, 吳華宗, 粘振裕, 林滿圓, 張祐創, 

黃水潭, 林旭彥, 陳春蘭, 陳柏欽, 劉

明興, 周益宏, 黃麗華, 洪益祥, 林其

本, 陳雲安, 鐘郁演, 周秀姿, 許楹和, 

靳佩芳, 楊宏祥, 林宜君, 甘恩光, 廖

晉廷, 游英俊, 紀佳伶, 張嵐婷, 黃云

亭, 林宏隆, 黃巧惠, 廖健雄, 藍素華, 

廖玲漳, 李建興, 張政傑, 張雅珍, 李

冠儀, 温千瑩, 張菀婷, 呂松穎, 郭嘉

容, 方瑞蓮, 許博雅, 朱怡菁, 卓杏蓉

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11007 .-- 2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357-8 ( 精 裝 ) 

NT$200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文化資產  

541.2933  

野孩基地 : 以在地創造歸屬感 / 董淨

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144 面; 23 公

分 .-- (地味手帖 ; 7) .-- ISBN 978-986-

98980-7-2 (平裝) NT$380  

1.文化人類學 2.鄉土文化 3.文集  

541.307  

已經變成未來人 : 沉浸式體驗如何

改變你我的生活?後疫情時代,穿戴

式科技將如何防疫、如何管理健康? 

/ 趙亞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13-1-5 (平裝) NT$399  

1.資訊社會 2.資訊技術 3.產業發展  

541.415  

軌跡 = Divergence / 張崑陽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

連合, 11007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12-6-7 (平裝) NT$450  

1.社會運動 2.民族認同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長壽新人生 : 在人工智慧與高齡化

的未來,工作與生活的嶄新指南 / 林

達.瑞騰(Lynda Gratton), 安德魯.史考

特(Andrew J. Scott)作 ; 林曉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FUTURE 系列 ; 10) .-- ISBN 978-626-

7014-06-6 (平裝) NT$400  

1.未來社會 2.高齡化社會 3.趨勢研

究 4.生活指導  541.49  

環境心理學 : 環境、知覺和行為 / 徐

磊青, 楊公俠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009-4 (平裝) NT$460  

1.環境心理學  541.75  

輿論引導藝術 : 領導幹部如何面對

媒體 / 任賢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06309-7-8 ( 上 冊 : 平 裝 ) NT$540 .-- 

ISBN 978-986-06309-8-5 (下冊:平裝) 

NT$540  

1.輿論 2.媒體  541.771  

通訊傳播績效報告. 109 年 .-- 初版 .-- 

臺 北 市  :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008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7-24-1 (平裝) NT$450  

1.大眾傳播 2.傳播制度 3.傳播政策  

541.83  

媒體與資訊素養 : 數位公民培力手

冊 / 柯舜智, 陳炳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00-1 (平裝) NT$440  

1.傳播產業 2.數位媒體 3.資訊素養 

4.媒體素養  541.83  

數位語藝 : 理論與實踐 / 李佩霖, 李

長潔, 沈孟湄, 胡全威, 秦琍琍, 費翠

著 ; 秦琍琍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006-3 (平裝) NT$320  

1.語藝傳播 2.語言學  541.83  

銘傳大學 2021 後疫情時代的新媒體

跨界融合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 專 刊  = New Media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 Transdisciplinarity,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陳柏宇主編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廣告暨策略行銷

學系, 11007 .-- 7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29-7 (平裝) NT$700  

1.傳播科技 2.網路媒體 3.文集  

541.8307  

13 場雨 : 個案管理服務案例. 2020 / 

游淑眞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就

業服務處,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72-24-1 (平裝)  

1.就業輔導 2.輔導機構 3.輔導人員  

542.75  

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 / 陳

巧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16 面; 23 公

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986-434-854-1 ( 平 裝 ) 

NT$450  

1.就業 2.文化 3.日本  542.77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 關於你需要知

道的月經大小事(國中國小版) / 林薇, 

謝佳欣作 ; 小紅帽 Little Red Hood 編

著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

協會, 11007 .-- 4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0-1-1 ( 平 裝 ) 

NT$280  

1.親子 2.性別 3.月經 4.衛生教育  

544.1  



47 

 

情緒虐待關係療法 : 阻斷精神暴力

的惡性循環 / 泰瑞莎.科米托(Theresa 

Comito)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21-95-8 (平裝) 

NT$380  

1.家庭暴力 2.人際衝突 3.心理治療

法  544.18  

客家.翕相 : 摩登客家 : 姜振驤家族影

像 錄  = Modern Hakka Phothgraphy 

Records of Jiang Zhenxiang's Family / 蕭

伊玲編著 ; 姜振驤攝影 .-- 初版 .-- 苗

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 11009 .-- 170 面; 23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34-41-0 (精裝) 

NT$400  

1.姜氏 2.家族史 3.客家 4.服飾 5.照片

集  544.2933  

霧峰宮保第  : 林文察家族拓荒史

1729-1895 / 喬安娜.麥斯基爾作 ; 王

淑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7 .-- 28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06825-0-2 ( 平 裝 ) 

NT$450  

1.林氏 2.家族史 3.臺灣開發史 4.臺

灣傳記  544.2933  

與婚姻有約 : 成功學大師史蒂芬.柯

維給所有人的七大高效婚姻法則  / 

史蒂芬.柯維(Dr. Stephen R. Covey), 珊

卓.柯維(Sandra M. Covey), 約翰.柯維

(Dr. John M.R. Covey), 珍.柯維(Jane P. 

Covey)著 ; 羅亞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350-7 ( 平 裝 ) 

NT$380  

1.婚姻 2.兩性關係  544.3  

愛情,不只順其自然. 2, 練習被愛 / 亞

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9298-1 (平

裝) NT$32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 : 清代家

訓中的男性建構  / 何宇軒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66 面; 21 公分 .-- 

( 史 地 傳 記 類  ; PC1010)( 讀 歷 史  ; 

138) .-- ISBN 978-986-326-958-8 (平裝) 

NT$340  

1.性別研究 2.男性 3.家訓 4.清代  

544.7  

開始約會吧?! / 賈斯丁.盧卡杜(Justine 

Lookadoo), 海 莉 . 迪 瑪 寇 (Hayley 

Dimarco)著 ; 曾話晴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8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198-872-6 (平裝)  

1.青少年 2.兩性關係 3.戀愛 4.性倫

理  544.7  

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 / 米

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撰寫 ; 李

沅洳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56 面; 21 公分 .-- (文化思潮 ; 204) .-

- ISBN 978-957-13-9224-0 ( 平 裝 ) 

NT$650  

1.傅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 2.

性學 3.論述分析  544.7  

在家學更好!溫柔親子性教育 : 從幼

齡到青春期,認識性別&保護自己 / 

Mami Fukuchi(フクチマミ), 村瀨幸浩

作 ; 呂沛餘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774-4 (平

裝)  

1.性教育 2.親職教育  544.72  

遊女們的私生活其實很 00? : 吉原舞

台背後的秘辛 / 永井義男著 ; 吳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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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9-21-0 (平

裝) NT$380  

1.娼妓 2.特種營業 3.江戶時代 4.日

本  544.76931  

新編老人學概論 / 黃九秦, 陳永德, 許

碧珊, 洪玉珠, 陳瑛琦, 吳麗玉, 張宏

祺, 鄧明宇, 胡小玫, 蕭文高合著 ; 黃

久秦主編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68-5 (平裝) 

NT$380  

1.老人學  544.8  

熟齡遊學 / Amy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0-

86-2 (平裝) NT$350  

1.老年 2.生活指導 3.生涯規劃  

544.8  

退休禪心態 : 退休了,完全切斷過去,

開啟有禪味的快樂人生 / 枡野俊明

著 ; 吳乃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292

面; 21 公分 .-- (生活美學 ; 77) .-- ISBN 

978-986-398-707-9 (平裝) NT$350  

1.退休 2.生活指導  544.83  

熟齡人的天空 / 牧語軒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15-6 (平裝) NT$300  

1.退休 2.生活指導 3.生涯規劃  

544.83  

台灣老人社會工作 : 理論與實務 / 楊

培珊, 梅陳玉嬋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15-1 (平

裝)  

1.老人養護 2.社會工作  544.85  

老人福利服務 / 陳怡如, 曾薔霓, 徐明

仿, 吳老德, 陳伶珠, 陳秀靜, 馮意茳

合著 ; 張雯雯總編輯 .-- 三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70-8 (平裝) NT$420  

1.老人福利 2.社會工作  544.85  

高齡者基本照護與實作 : 外籍照顧

服務員  = Practice of basic skills for 

older adult / 湯麗君, 湯曉君編著 .-- 花

蓮縣花蓮市 : 湯麗君, 11007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4-7 (平

裝)  

1.老人養護 2.健康照護 3.外籍勞工  

544.85  

高齡者靈性關顧 : 一個行動歷程的

闡述 / 陳秀靜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7 .-- 2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3-9 (平

裝) NT$300  

1.老人養護 2.靈性護理  544.85  

薑麻園的故事 / 劉盈科撰文.主編 .-- 

初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苗栗縣薑麻

園發展協會, 11009 .-- 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947-0-3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農村 3.苗栗縣大

湖鄉  545.0933/113  

綠藝生棲 : 南投縣社區規劃師駐地

輔導計畫成果手冊. 109 年度 / 李正

偉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

政府, 110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2-71-4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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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區總體營造 2.南投縣  

545.0933/119  

嘉義人藝嘉人 : 嘉義縣縣市層級社

區總體營造輔導計畫成果專輯. 109

年度 / 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

市 : 嘉義縣政府, 11007 .-- 9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4-83-1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嘉義縣  

545.0933/125  

城市、演化、人  / 莫妮卡 .史密斯

(Monica L. Smith)著 ; 吳凱琳, 王年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33) .-- 

ISBN 978-626-315-002-7 ( 平 裝 ) 

NT$420  

1.Cities and towns 2.都市社會學 3.都

市發展 4.考古學  545.1015  

散步後解讀的地方設計 : 城市變遷

的觀察與利用方法 / 山納洋作 ; 曾鈺

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

驗室, 110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31-3-7 (平裝) NT$340  

1.都市地理學 2.日本  545.1931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20 / 財團法人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

環境教育基金會, 11007 .-- 1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66-2-4 (平裝)  

1.都市計畫 2.都市發展 3.新北市  

545.1933  

五一三的幽靈 / 許偉恒, 邱世杰, 陶逸

駿等著 ; 思想編委會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0 面; 21 公分 .-- (思想 ; 

43) .-- ISBN 978-957-08-5954-6 (平裝)  

1.種族衝突 2.族群問題 3.文集 4.馬

來西亞  546.59386  

台灣北社 20 周年紀念 : 北社評論文

集 / 李川信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北社, 11007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784-4-6 (平

裝) NT$350  

1.社團法人臺灣北社 2.言論集  

546.62  

共濟會 : 共濟會如何影響世界歷史?

形塑現代社會樣貌 / 約翰.迪克(John 

Dickie)著 ; 林士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0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80-36-3 (平裝) NT$480  

1.祕密會社  546.98  

社會工作概論 / 王文娟, 王育瑜, 吳宗

仁, 李易蓁, 林桂碧, 邱汝娜, 南玉芬, 

張麗玉, 許凱翔, 陳秀靜, 陳振盛, 曾

仁杰, 曾竹寧, 黃盈豪, 黃誌坤, 萬心

蕊, 劉珠利, 謝依君合著 ; 張雯雯總編

輯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008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71-5 ( 平 裝 ) 

NT$625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概論 / Brenda Dubois, Karla 

Krogsrud Miley[原著] ; 張英陣, 許雅

惠, 潘中道合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12-0 (平

裝)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 = Social work 

and Taiwan society / 呂寶靜主編 .-- 三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24-9 (平裝) NT$650  

1.社會工作 2.社會福利  547  

當代社會工作 : 理論與方法 / 林萬億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7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31-5 (平裝) 

NT$680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理論 : 處遇模式與案例分

析 / 宋麗玉, 曾華源, 施教裕, 鄭麗珍

合著 ; 宋麗玉主編 .-- 五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416-1-

5 (平裝) NT$580  

1.社會工作 2.社會學理論  547.01  

五毛錢的力量 : 花蓮慈濟百號委員

口述歷史 / 江淑怡, 沈昱儀, 黃基淦, 

賴睿伶, 羅世明, 曹慧如, 俸開璿, 張

翎慧, 陳若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8 .-- 4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96-26-1 (平裝)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說故事的人. 第三卷, 發現美麗身影 / 

鄭茹菁, 卜堉慈, 陳婉貞, 林玲悧, 胡

淑惠, 陳素蘭, 王鳳娥, 沈玉蓮, 彭鳳

英, 潘明原, 陳潁茂, 吳瑞清, 凌涵沛, 

洪乃文, 楊淑如, 鄭淑真, 謝玉珠, 李

德美, 顏倩妮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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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96-19-3 (平裝) 

NT$250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承啟希望之網 : 心理衛生社工實務

手冊 / 黃志中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07 .-- 2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5-40-7 (平

裝)  

1.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2.心理衛生  

547.17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 吳來信, 張玲如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

學, 11008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50-2-2 (平裝) NT$480  

1.醫療社會工作 2.精神醫學  547.17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重要施政專輯 . 

108 年 / 董燊總編輯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門縣政府, 11007 .-- 2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15-6 (精裝) 

NT$800  

1.社會行政 2.社會福利 3.福建省金

門縣  547.62  

慈濟宗門足跡 : 春風拂人間 / 廖右先, 

白如璐, 林秀淑, 胡美蘭, 邱蘭嵐文字

編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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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66 面; 21 公分 .-- (慈

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986-

99090-4-4 (平裝) NT$25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慈濟宗門足跡 : 為苦難挺身 / 廖右先, 

白如璐, 邱蘭嵐, 胡美蘭, 林秀淑文字

編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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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44 面; 21 公分 .-- (慈

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986-

99090-5-1 (平裝) NT$25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慈濟宗門足跡 : 靜定虔誠的力量 / 廖

右先, 邱蘭嵐, 胡美蘭, 白如璐, 林秀

淑文字編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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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32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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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慈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986-99090-6-8 (平裝) NT$25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嘉家有本環保經 : 嘉義慈濟環保教

育站的故事 / 嘉義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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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96-15-5 (平裝) NT$38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3.環境保護 4.通俗作品  

548.126  

(圖解)女孩的安全教育課 : 面對 38 個

危險情境,這樣保護自己 / 讀客小學

生閱讀研究社.安全組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如 何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92 面; 23 公分 .-- (Happy 

family ; 87) .-- ISBN 978-986-136-596-1 

(平裝) NT$360  

1.兒童保護 2.性侵害 3.安全教育  

548.13  

在成為凶手之前 / 理查.泰勒(Richard 

Taylor)著 ; 甘鎮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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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29-3 (平裝)  

1.犯罪心理學 2.犯罪動機  548.52  

跨國犯罪 / 孟維德著 .-- 6 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46-9 (平裝) NT$680  

1.組織犯罪 2.犯罪防制  548.54  

資訊科技犯罪 : 資安戰爭開打!從心

理測驗、交友軟體、廣告信&假新

聞到選舉操控,駭客如何入侵你的真

實生活 / 傑夫.懷特(Geoff White)作 ; 

詹蕎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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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16 面; 21 公分 .-

- (Sasugas ; 29) .-- ISBN 978-986-289-

614-3 (平裝) NT$500  

1.電腦犯罪 2.資訊安全  548.546  

北歐不是神話 : 一套打造永續幸福

國度的方法論 / 尼克.布朗道(Nikolai 

Brandal), 奧 文 . 布 拉 白 (Øivind 

Bratberg), 達 . 艾 拿 . 托 森 (Dag Einar 

Thorsen)著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社 團 法 人 經 濟 民 主 連 合 , 

11008 .-- 400 面; 21 公分 .-- (Deep 

learning ; 2) .-- ISBN 978-986-98612-5-

0 (平裝) NT$450  

1.社會主義 2.民主政治 3.政黨政治 

4.北歐  549.38  

經濟 

總體經濟學 : 理論與實務 / 楊德源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47-0 (平裝) 

NT$350  

1.總體經濟學  550  

在麵包店學資本主義 : 從人文角度

看數位時代的資本家、勞動者的改

變 / 朴貞子著 ; 陳姿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102) .-- ISBN 978-957-13-

9282-0 (平裝) NT$380  

1.資本主義 2.經濟政策  550.187  

智慧財產刑事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

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28-5 (平裝) 

NT$400  

1.智慧財產權 2.刑事法  553.433  

認識公平交易法 / 公平交易委員會

編著 .-- 增訂第 19 版 .-- 臺北市 : 公

平交易委員會, 11007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67-22-7 (平裝) 

NT$250  

1.公平交易法  553.433  

營業秘密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

集 / 李傑清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

所, 110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13-8-9 (平裝)  

1.智慧財產權 2.文集  553.43307  

土地法規 / 許文昌主編 .-- 14 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1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72-2 (平裝) NT$600  

1.土地法規  554.133  

土地法釋義 / 陳立夫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84-5 (第 1 冊:精裝) NT$500  

1.土地法規  554.133  

實用土地法精義  / 楊松齡著 .-- 2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77-1 ( 平 裝 ) 

NT$500  

1.土地法規  554.133  

解鎖世界 /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

作 ; 黃中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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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5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069-5 (平裝) NT$550  

1.工業革命 2.世界史  555.29  

國營事業考試 : 職業安全衛生類科

歷屆考題彙編 / 蕭中剛, 許曉鋒, 王韋

傑, 張嘉峰, 陳俊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

903-6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必勝 500 精選(一般業甲乙丙丁種

適用) / 蕭中剛, 張嘉峰, 許曉峰, 王韋

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913-5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必勝 500 精選(營造業甲乙丙種適

用) / 蕭中剛, 江軍, 徐英洲, 葉日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912-8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我的朋友阿米娜 = Aminah bernama 

saya T / 何逸琪文 ; 豆豆(DOUDOU)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80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04-

50-2 (平裝) NT$280  

1.外籍勞工 2.老人養護 3.繪本  

556.56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六十週年紀念特

刊 / 尤少銘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110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64-0-0 (精

裝)  

1.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556.733  

工 作 適 能 評 估 指 引  =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work ability / 王子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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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007 .-- 

55 面; 30 公分 .-- (技術叢書) .-- ISBN 

978-986-5466-82-4 (平裝) NT$250  

1.勞工衛生  556.83  

勞動基準法論 / 林豐賓, 劉邦棟作 .-- 

修訂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250-8 (平裝)  

1.勞動基準法  556.84  

勞動訴訟與勞動事件法 / 黃程貫, 邱

羽凡, 張義德, 王藝蓁, 洪瑩容, 林佳

和, 林良榮合著 ; 黃程貫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328 面; 23 公分 .-- (指南勞動

法 系 列 ) .-- ISBN 978-957-511-574-6 

(平裝) NT$400  

1.勞動法規 2.訴訟法 3.勞動基準法  

556.84  

勞動保護的未來 / 林佳和, 邱羽凡, 張

譯文, 鍾秉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577-7 (平

裝) NT$30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3.文集  

556.8407  

公共運輸供需契合與轉乘縫隙之研

究 : 以鐵、公路轉乘為例 / 林良泰, 

蘇昭銘, 王晉元, 張學孔, 鍾慧諭, 吳

沛儒, 陳其華, 許凱創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13-5 (平裝) NT$340  

1.大眾運輸 2.轉運中心 3.運輸規劃  

557  

公共運輸縫隙掃描決策支援系統之

維運、功能強化及教育訓練. (1/2) / 

蘇怡璇, 蘇昭銘, 蕭惠文, 陳禹妏, 呂

祐甄, 吳欽和, 吳柏漢, 楊閎凱, 楊順

能, 陳其華, 張贊育, 蔡欽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310-4 (平裝) NT$400  

1.交通管理 2.決策支援系統  557  

多元公共運輸數據分析與行銷策略 / 

王晉元, 盧宗成, 張恩輔, 楊煜民, 胡

仲瑋, 林良泰, 蘇昭銘, 林俊光, 洪玉

輔, 吳東凌, 陳翔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25-

8 (平裝) NT$38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3.資料探勘 

4.行銷策略  557  

交通行動服務(MaaS)示範建置與服

務擴充計畫 / 劉方旗, 林誌銘, 蔡佳霖, 

林俊光, 洪玉輔, 吳東凌, 劉仲潔, 呂

思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 11007 .-- 51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1-326-5 ( 平 裝 ) 

NT$600  

1.運輸系統 2.運輸規劃  557  

交通行動服務(MaaS)後續服務擴充

與推廣策略規劃 / 林良泰, 蘇昭銘, 鍾

慧諭, 林繼昌, 吳保寬, 林至康, 張建

彥, 吳姿樺, 高婉瑜, 洪子喬, 羅潤瑀, 

吳東凌, 呂思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3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23-4 (平

裝) NT$400  

1.運輸系統 2.運輸規劃  557  

交通事件資訊整合服務擴充與事件

偵測技術精進計畫 / 蘇昭銘, 林良泰, 

鍾慧諭, 張建彥, 吳沛儒, 黃啟倡, 張

和盛, 吳東凌, 何毓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09-8 (平裝) NT$250  

1.都市交通 2.交通管理  557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管理推廣與知識

分享服務 / 黃鳳梅, 陶治中, 沈麗琴, 

劉秋絹, 周楷智, 周玫楓, 徐偉豪, 吳

東凌, 張益城, 洪銘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14-2 (平裝) NT$340  

1.運輸系統 2.交通管理 3.智慧財產

權  557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

務水準分析之研究. (2/3) : 非獨立進

出口分匯流區 / 黃家耀, 林貴璽, 廖晉

毅, 陳威瑜, 溫雲晨, 李祐德 林亶理, 

張舜淵, 楊幼文, 歐陽恬恬, 洪瑋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11008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4-0 (平裝) NT$750  

1.公路管理 2.交通流量  557  

路口俯視攝影技術於交通衝突分析

之案例應用與比較 / 溫基信, 王宏生, 

黃家耀, 胡守任, 蘇志文, 張開國, 葉

祖宏, 賴靜慧, 孔垂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22-7 (平裝) NT$500  

1.交通管理 2.交通流量 3.交通事故 

4.遙控飛機  557  

預約式通用小客車運輸服務之試辦

與推廣應用 / 李宗憶, 周文生, 謝秉臻, 

陳其華, 史習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11-1 (平

裝) NT$30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557  

運輸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 / 

吳清如, 任雅婷, 韋懿軒, 劉士豪, 曾

佩如, 朱珮芸, 徐偉誌, 李仕勤, 蕭為

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007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12-8 ( 平 裝 ) 

NT$36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3.風險管理  

557  

輕軌系統容量分析暨應用研究. (2/2) : 

A、B 型路權容量及可靠度分析 / 黃

笙玹, 鍾志成, 賴勇成, 林誌銘, 吳明

軒, 胡仲瑋, 陳桂豪, 徐任宏, 楊進成, 

張舜淵, 劉昭榮, 楊國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 2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17-3 (平裝) NT$280  

1.鐵路管理 2.運輸系統  557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

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 許書耕, 林邏

耀, 秦玉玲, 朱有為, 陳立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324-1 (平裝) NT$350  

1.運輸管理 2.航運管理 3.貨櫃  557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進行交通數據蒐

集暨號誌控制之研究 / 吳沛儒, 曾明

德, 林良泰, 蘇昭銘, 王晉元, 吳毅成, 

黃培書, 何國豪, 郭松庭, 黃啟倡, 程

楷祐, 倪文哲, 陳怡君, 林孟潔, 李敏

聞, 楊喻幀, 吳姿潔, 施彥妤, 吳東凌, 

周家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11007 .-- 2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321-0 (平裝) 

NT$260  

1.交通管理 2.人工智慧  557  

聯網智慧機車安全暨共享場域試驗

研究計畫 / 許添本, 蒙以亨, 劉培森, 

黃暉慈, 張太乙, 李芊, 賴易聖, 林謙, 

廖彥程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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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1007 .-- 6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28-9 (平裝) NT$605  

1.交通安全 2.機車駕駛  557  

出車禍了!然後咧? / 法蘭客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099-6 (平裝) NT$390  

1.交通事故 2.交通法規  557.13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第二階段策

略精進研究 / 曹美慧, 余志達, 范芷瑄, 

陳昱亨, 劉怡君, 林聖錞, 王俊傑, 陳

慧真, 林尚廷, 曾佩如, 朱珮芸, 李佳

玲, 楊智凱, 陳冠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8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5-

7 (平裝) NT$320  

1.交通管理 2.能源節約  557.15  

應用交通管理策略減少都會區交通

空氣污染之研析. (1/3) : 研究地區分

類及初期調查 / 蘇源昌, 蔡志賢, 洪珮

瑜, 蘇淳太, 黃晟哲, 林映均, 陳冠男, 

林昱勳, 楊士寬, 曾佩如, 朱珮芸, 楊

智凱, 黃士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8 .-- 2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2-6 (平

裝) NT$400  

1.交通管理 2.都市交通 3.空氣汙染  

557.15  

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程設計

範例之研究 / 許添本, 溫谷琳, 蔡牧融, 

楊皓宇, 吳菘權, 張開國, 葉祖宏, 賴

靜慧, 孔垂昌, 黃明正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20-3 (平裝) NT$320  

1.交通管理 2.交通安全  557.16  

探討道路交通標線之防滑特性 / 蘇

育民, 陳介豪, 許聿廷, 鄭鈞耀, 張開

國, 葉祖宏, 賴靜慧, 黃明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4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319-7 (平裝) NT$480  

1.交通管理 2.道路安全  557.16  

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第 38

期 / 徐台生, 張開國, 林文閔, 葉祖宏, 

賴靜慧, 鄭信鴻, 吳熙仁, 黃明正, 喻

世祥, 周文靜, 孔垂昌, 黃士軒, 蔡尚

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007 .-- 2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15-9 ( 平 裝 ) 

NT$300  

1.交通管理 2.交通事故  557.16  

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行鐵路供需診斷

與策略分析. (2/2) : 完成鐵路系統供

需診斷模式系統 / 李宇欣, 盧立昕, 袁

永偉, 陳佑麟, 許書耕, 賴威伸, 鄔德

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1007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16-6 ( 平 裝 ) 

NT$180  

1.鐵路管理 2.運輸規劃 3.運輸系統  

557.23  

汽車客運業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應

用軟體更新及維護運作計畫 / 何楝

國, 陳其華, 張之凡, 曹瑋晉, 劉俐綾, 

陳有浩, 江芷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27-2 (平

裝) NT$250  

1.客運 2.成本分析 3.電腦軟體  

557.345  

國內外海事安全資料內涵及應用初

探 / 鄭信鴻, 張開國, 葉祖宏, 吳熙仁, 

賴靜慧, 黃茂信, 許義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8 .-

- 1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31-9 (平裝) NT$250  

1.運輸安全 2.航運管理 3.船舶  

557.4  

*明密電碼本 / 楊淑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楊淑峰, 11007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083-0 (平裝) 

NT$85 .-- ISBN 978-957-43-9094-6 (菊

8K 平裝) NT$120 .-- ISBN 978-957-43-

9093-9 (菊 32K 平裝) NT$55  

1.電碼  557.735  

捷運路網規劃參考手冊之研究. (2/2) 

/ 王清湑, 陳昭堯, 呂千慈, 吳雅惠, 陳

志豪, 陳譽仁, 張舜淵, 楊幼文, 王劭

暐, 呂怡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8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3-3 (平裝) 

NT$500  

1.大眾捷運系統 2.運輸規劃  557.85  

捷運路網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之研究. 

(1/2) / 鍾敦沛, 吳雅惠, 陳昭堯, 陳志

豪, 呂千慈, 吳宜萱, 張舜淵, 楊幼文, 

王劭暐, 呂怡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007 .-- 4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18-0 (平

裝) NT$700  

1.大眾捷運系統 2.運輸規劃  557.85  

航空客運票務管理 : 國際航空客運

票務認證書 / 王正光, 劉紹鈞, 黃永全, 

鍾任榮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32-8 (平

裝)  

1.航空運輸管理 2.客運  557.943  

國際航空貨運實務 / 曾俊鵬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04-9 ( 平 裝 ) 

NT$500  

1.航空運輸管理 2.貨運  557.945  

財政；金融；投資 

錢是什麼? / 班.赫柏德(Ben Hubbard)

文 ;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

圖 ; 范媛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70-

37-8 (精裝)  

1.金錢 2.繪本  561  

金融科技發展趨勢解析 = FinTech / 

李震華, 黃仕杰, 賴苡安, 楊政霖, 朱

師右, 劉巧玉, 張凱傑, 姚淑雯, 王品

雯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0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30-

2 (平裝) NT$14000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4.趨勢研究  562.029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 財團法

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

研訓院, 11008 .-- 6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9-221-9 (平裝)  

1.銀行法規 2.內部控制 3.內部稽核  

562.12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

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

灣金融研訓院, 11008 .-- 4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99-220-2 (平裝)  

1.銀行法規 2.內部控制 3.內部稽核  

562.12  

銀行內控與內稽 : 重點整理及試題

解析 / 林崇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008 .-- 

6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

222-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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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行經營 2.內部控制 3.內部稽核  

562.19  

小小理財家 : 如何從一百元變成一

百 萬 ? / 詹 姆 士 . 麥 肯 納 (James 

McKenna), 珍 寧 . 格 里 斯 塔 (Jeannine 

Glista), 麥特.封丹(Matt Fontaine)作 ; 

陳怡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 ; 187) .-- ISBN 978-

986-507-487-6 (平裝) NT$350  

1.理財 2.儲蓄 3.通俗作品  563  

上班族的財富自由之路 / 林裕豐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

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36-6-

0 (平裝) NT$32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巴菲特創造財富定律 / 張大羽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05-7 (平裝)  

1.理財 2.投資  563  

全方位退休理財與保險規劃 / 王儷

玲, 黃泓智, 楊曉文, 彭金隆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

訓院, 11007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218-9 (平裝)  

1.理財 2.生涯規劃 3.退休 4.考試指

南  563  

財務自由之路 / JL.柯林斯作 ; 吳宗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224 面; 21 公

分 .-- (Progress ; 13) .-- ISBN 978-957-

741-383-3 (平裝) NT$32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真富人,假富人 / 史景仁著 ;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68 面; 21 公

分 .-- (翻轉學系列 ; 70) .-- ISBN 978-

986-507-491-3 (平裝) NT$380  

1.個人理財 2.財富 3.投資 4.成功法  

563  

複利的喜悅 / 高塔姆.巴伊德(Gautam 

Baid)作 ; 高英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8 .-- 3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741-39-1 ( 平 裝 ) 

NT$499  

1.投資 2.投資分析 3.職場成功法  

563  

尋找黑天鵝 : 加密貨幣時代的散戶

生存致富指南 / 林紘宇, 高培勛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

社,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1-1-9 (平裝) NT$350  

1.電子貨幣 2.電子商務 3.投資  

563.146  

(金融證照)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 / 蘇育群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4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20-557-7 (平裝)  

1.外匯 2.匯兌  563.23  

信託稅法與實例解析. 2021 年版 / 王

志誠, 封昌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009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

219-6 (平裝)  

1.信託課稅 2.稅法  563.3023  

不敗的華爾街投資法 : 一次弄懂股

票、ETF 怎麼買,讓你的財富 10 年翻

一倍 / 竹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777-

23-9 (平裝)  

1.基金 2.投資  563.5  

巴菲特給子女的投資忠告 / 林汶奎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0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03-3 (平裝)  

1.投資  563.5  

巴菲特給股東的投資報告 / 林汶奎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0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04-0 (平裝)  

1.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  

交易聖經. 2 : 蛻變頂尖市場作手的終

極祕鑰 / 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

著 ; 李靜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41-35-3 (平裝) NT$520  

1.投資組合 2.投資管理 3.投資技術  

563.5  

守紀律,就能投資賺大錢 : 投資不難,

能賺到錢才難! / 蔣勤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008 .-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

166-1 (平裝) NT$299  

1.理財 2.投資  563.5  

投資權證,獲利翻倍 : 小資族斜槓投

資,小錢「活」起來,股票族波波獲利,

翻倍更有感 / 彭儒迪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BIG ; 

368) .-- ISBN 978-957-13-9272-1 (平裝) 

NT$380  

1.認購權證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  

亞當理論 : 跨世紀順勢交易大師封

筆之作  / 威爾斯 .威爾德 (Welles J. 

Wilder)著 ; 呂佩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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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49-7-2 (平裝) 

NT$300  

1.資本市場 2.投資 3.投資分析  

563.5  

基金管理大師 : 成為讓基金經理人

害怕的基金操盤手! / 趙劭甫, 鄭一群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8 .-- 28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783-7 (平裝) NT$370  

1.基金 2.投資管理 3.投資技術  

563.5  

就算不能一夜有錢,也要年少致富 : 

寫給投資新手的理財說明書 / 朱儀

良, 永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28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784-4 (平裝) NT$370  

1.投資 2.理財  563.5  

讀懂巴菲特的價值 : 他如何在平凡

中展現出不平凡的價值。 = Warren 

Buffett / 林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21-02-6 (平裝)  

1.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投資 3.傳

記  563.5  

讀懂查理.芒格的價值 : 在手裡拿著

一把錘子的人眼中,世界就像一根釘

子 = Charles Thomas Munger / 林郁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1-06-4 (平裝)  

1.芒格(Munger, Charles Thomas) 2.投

資 3.傳記  563.5  

輕鬆投資 充實生活 / 狂徒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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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43-9 (平裝) NT$250  

1.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2  

(金融證照)證券商業務員(重點整理+

試題演練) / 金永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558-4 (平裝)  

1.證券投資 2.證券市場 3.證券法規  

563.53  

100 億投資經理教你用 200 張圖籌碼

就是股市提款機 : 預測多空趨勢變

化,看透主力持股動向，,精準捕捉黑

馬股! / 楊金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 (Money ; 32) .-- ISBN 978-986-5564-

44-5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88 張圖學會 K 線分析賺當沖 : 補教

老師公開 3 年賺一億的實戰日記 / 相

良文昭作 ; 賴惠鈴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4-38-

4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找到便宜、有成長潛力,股價又開始

「蠢動」的股票  / 葉怡成, 林昌燿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社, 110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94-6-1 (平裝) NT$4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事件投資法 : 我邊上班邊炒股,一年

出手七次,年賺三千萬 / 松之助(まつ

のすけ)著 ; 張婷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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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49-6-5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股息 Cover(照顧)我每一天 : 600 張存

股達人絕活全公開 / 大俠武林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47-9-9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金融投資操作 : N 型架構與折線交易 

/ 唐在信, 臧大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臧大年出版 :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經銷, 

11007 .-- 3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07-3 (平裝) NT$600  

1.證券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韭菜變股神!史上最強當沖教戰秘笈 

/ 方天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

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54-3 (平

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真確了解股市 : 頂尖避險基金經理

告訴你,成為超級散戶的 8 個進場智

慧 / 土屋敦子作 ; 李韻柔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10 .-- 288 面; 21 公分 .-- (投資

贏家 ; 51) .-- ISBN 978-626-7014-12-7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超值投資  / 杜白 .卡萊爾 (Tobias E. 

Carlisle)作 ;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9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41-46-9 (平裝) 

NT$52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勝率近 100%的可轉債存股術 / 蕭啟

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32-0-3 ( 平 裝 )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期貨與選擇權 : 衍生性金融商品入

門經典 = Futures and options / 黃昱程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5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744-2-2 (平裝)  

1.期貨 2.選擇權 3.衍生性商品  

563.534  

人身風險管理與保險 = Personnel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 陳森松, 何

佳玲, 曾鹿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6744-3-9 (平裝)  

1.人身保險 2.保險商品 3.保險業管

理  563.74  

健康保險 / 楊志良, 趙海倫, 黃偉堯, 

林文德, 黃光華, 賴美淑, 龐一鳴, 郭

年真, 林秀碧, 蔡文正, 李菱菱, 吳淑

慧, 洪錦墩合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786-9 (平

裝) NT$475  

1.健康保險 2.健康照護 3.全民健康

保險  563.741  

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契約. 技術

服務篇 / 陳高星, 劉時宇, 邱煌傑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昇法律事務

所, 11008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15-1-8 (平裝) NT$500  

1.政府採購 2.判決 3.技術服務  

564.72023  

政府審計年報. 中華民國 109 年 / 審

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1007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24-38-7 (平裝) NT$350  

1.審計 2.中華民國  564.9933  

稅務會計(含稅務法令及實務) / 吳家

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著 .-- 修訂第 43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7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13-7 (平裝) NT$680  

1.稅務會計  567.01  

國際稅法 / 陳清秀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585-

2 (平裝) NT$850  

1.國際稅法 2.論述分析  567.023  

稅法方法論 / 李惠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70-8 (平裝) NT$400  

1.稅法 2.方法論  567.023  

不動產傳承的稅務規劃 / 封昌宏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586-9 (平裝) NT$360  

1.財產稅 2.不動產  567.23  

政治 

意識形態階級鬥爭 / 劉立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2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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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歷史與現場 ; 304) .-- ISBN 978-

957-13-9294-3 (平裝) NT$460  

1.意識型態 2.階級鬥爭  570.11  

反 動 的 修 辭  / 阿 爾 伯 特 . 赫 緒 曼

(Albert. O. Hirschman)著 ; 吳介民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0 公分 .-- (左岸政治 ; 324) .-- ISBN 

978-986-06666-6-3 (平裝) NT$350  

1.保守主義 2.民主政治 3.社會福利 

4.歷史  570.11509  

權力  : 基進觀點  / 史蒂芬 .路克斯

(Steven Lukes)著 ; 林葦芸, 陳雅馨譯 .-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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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12-43-7 (平裝) 

NT$360  

1.權力 2.政治科學  571.9  

比較選舉制度 / 王業立著 .-- 8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48-3 (平裝) NT$380  

1.選舉制度 2.比較研究  572.3  

圖解各國人事制度 / 汪正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83-2 ( 平 裝 ) 

NT$380  

1.人事制度  572.4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 

劉須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008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309-6-1 (平裝) NT$400  

 572.9  

武則天坐天 / 林拓作 .-- 新北市 : 快

樂遊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03-05-4 (平

裝) NT$270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573.07  

*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 : 對台

海戰爭的政治分析  / 范疇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63-28-7 (平裝) NT$480  

1.兩岸關係 2.臺灣政治  573.09  

聚歛的迷思 : 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

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 / 盧建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685-2-0 (平裝) 

NT$400  

1.技術官僚 2.官僚政治 3.財政 4.唐

史  573.141  

常用文官制度法規彙編. 中華民國一

百一十年 / 考試院法規委員會編輯 .-

- 臺北市 : 考試院, 11008 .-- 291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724-37-0 (精

裝) NT$600  

1.文官制度 2.公務人員法規 3.中華

民國  573.4023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 賀新元, 龔

上華, 王鈺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008 .-- 176 面; 23 公分 .-- 

(龍視界 ; VHD10) .-- ISBN 978-986-

06309-4-7 (平裝) NT$310  

1.中國大陸研究 2.社會主義  574.1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 / 

人民日報海外版<望海樓>欄目組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視 界 , 

110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309-5-4 (平裝) NT$650  

1.中國大陸研究 2.言論集 3.新聞評

論  574.1  

嚮導 / 陳正茂主編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ISBN 978-986-326-945-8 (第 1 冊:

精裝) .-- ISBN 978-986-326-946-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326-947-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326-

948-9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

326-949-6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

986-326-950-2 (全套:精裝) NT$13500  

1.政治傳播 2.政府出版品 3.中國  

574.105  

中美制衡 / 韓慧林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凱林國際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28-0-6 (平裝) NT$500  

1.中美關係 2.國際關係  574.1852  

中美爭霸 : 兩強相遇東南亞 /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40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9) .-- ISBN 

978-986-06706-6-0 (平裝) NT$520  

1.中美關係 2.國際關係 3.二十一世

紀 4.東南亞  574.1852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 創造民主新

制度 / 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 .波特(Michael Porter)作  ; 譚天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52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511) .-- 

ISBN 978-986-525-261-8 ( 平 裝 ) 

NT$450  

1.政治制度 2.政治文化 3.美國  

574.52  

上海地方菁英與議會 1927-1949 / 李

鎧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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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464 面; 21 公分 .-- (史

學叢書 ; 13) .-- ISBN 978-986-350-471-

9 (平裝) NT$650  

1.地方政治 2.地方議會 3.議會制度 

4.上海市  575.2  

高雄市市長補選選舉實錄. 第 3 屆 /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11007 .-- 4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23-

4 (精裝附光碟片) NT$670  

1.地方選舉 2.高雄市  575.33/131.3  

警察與犯罪預防  / 黃翠紋, 孟維德

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5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44-5 (平裝) 

NT$580  

1.警政 2.犯罪防制  575.8  

火災學 / 盧守謙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

040-7 (平裝) NT$700  

1.火災 2.消防  575.87  

圖解火災學 / 盧守謙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39-1 (平裝) NT$550  

1.火災 2.消防  575.87  

衝破黨禁 1986 : 民進黨創黨關鍵十

日紀實 / 王曉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303) .-- ISBN 

978-986-133-779-1 (平裝) NT$500  

1.民主進步黨 2.臺灣政治  576.334  

移民政策與移民情勢 / 張維容, 王寬

弘, 林盈君, 陳明傳, 江世雄, 許義寶, 

孟維德, 柯雨瑞, 曾麗文, 黃翠紋, 楊

翹楚, 楊基成, 高佩珊, 曾智欣, 蔡政

杰, 吳冠杰著 ; 柯雨瑞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22-3 (平裝) NT$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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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 2.公共政策  577.61  

大國政治的悲劇 / 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作 ; 張登及, 唐小

松, 潘崇易, 王義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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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6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0-072-5 (平裝) NT$55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578  

歐洲小而強的國家 : 瑞士、荷蘭、

芬蘭與愛爾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 

郭秋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11-2-4 (平裝) 

NT$38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3.經濟發展 

4.歐洲  578  

大棋盤 : 全球戰略大思考. 2021 年版 

/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 ; 

林添貴譯 .-- 四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312 面; 21

公分 .-- (世界公民叢書) .-- ISBN 978-

986-360-178-4 (平裝) NT$350  

1.美國外交政策 2.地緣政治 3.地緣

戰略 4.國際政治  578.52  

國際私法裁判與學理 / 吳光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942-9 (第 1 冊:平

裝) NT$400  

1.國際私法 2.判例解釋例  579.9  

法律 

法律概論 : 現代社會與法律 / 蘇嘉宏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48-7 (平

裝) NT$350  

1.法律  580  

法學緒論 / 鄭玉波作 ; 黃宗樂, 楊宏

暉修訂 .-- 修訂二十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255-

3 (平裝)  

1.法學  580  

進擊的公民 : 探索社會議題的法律

指南 = Attack on citizens / 王鼎棫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300 面; 21 公分 .-- 

(樂讀館) .-- ISBN 978-986-526-096-5 

(平裝) NT$350  

1.法律社會學  580.1654  

取法哈佛 2.0 : 時空交錯的哈佛法學

院學思之旅 / 李劍非, 黃海寧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380 面; 21 公分 .-- (思法

苑) .-- ISBN 978-957-14-7258-4 (平裝)  

1.法學教育 2.留學教育  580.3  

台灣法學新課題. 十六 / 社團法人台

灣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581-4 (平裝) 

NT$350  

1.法學 2.文集  580.7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法治國原則 / 董

保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8 .-- 4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573-9 ( 平 裝 ) 

NT$560  

1.法律 2.文集  580.7  

憲法釋論 / 吳信華作 .-- 增訂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8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7251-5 (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2.論述分析  581.2  

圖解憲法 :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 錢

世傑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84-0-7 (平裝) 

NT$680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 / 許育典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569-2 (平

裝) NT$600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法律人的第一本書 / 楊智傑, 錢世傑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70-2 (平裝) 

NT$35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基本六法 /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作 .-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4-7246-1 (平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最新綜合六法全書 / 王澤鑑, 葛克昌, 

劉宗榮編纂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244-7 (平

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 林紀

東等編纂 .-- 92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9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060-

5 (精裝) NT$98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3.判解  

582.1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 黃昭元, 蔡茂寅, 

陳忠五, 林鈺雄編 .-- 四十六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2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26-113-9 (平裝) NT$47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四十 / 司法院大

法官書記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009 .-- 10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9-05-1 ( 平 裝 ) 

NT$440  

1.中華民國法律 2.判例解釋例  

582.8  

民法概要 / 陳櫻琴, 王忠一, 黃仲宜, 

顏忠漢, 郭豐榮, 蔡鐘慶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33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754-8 ( 平 裝 ) 

NT$425  

1.民法  584  

實用民法概要 : 案例與問題解析 / 洪

瑞燦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95-5 (平

裝) NT$700  

1.民法 2.論述分析  584  

圖解學習六法 : 民法 / 劉宗榮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10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252-2 (平裝)  

1.民法  584  

民 法 債 編 總 論  = Schuldrecht. I : 

allgemeiner teil / 鄭冠宇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112-2 (平裝) NT$750  

1.債法  584.3  

契約書之擬定與範例 / 李永然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376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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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自己動手做系列 ; 5) .-- ISBN 

978-957-485-495-0 (平裝) NT$450  

1.契約  584.31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 吳志正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582-1 (平裝) NT$560  

1.債法各論  584.38  

夫妻必修的法律學分 / 陳國義作 .-- 

二版 .-- 高雄市 : 翠柏林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2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97-59-8 ( 平 裝 ) 

NT$400  

1.婚姻法  584.41  

家族承传理论&实践 / 吕旭明(Peter 

Lu), 宋木海(Michael Sung)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哈佛人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680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家族承傳理論&實踐  .-- ISBN 978-

986-5807-08-5 (平裝) NT$1000  

1.家族企業 2.財產繼承 3.財務管理  

584.5  

圖解學習六法 : 刑事法 / 劉宗榮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10 .-- 6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7253-9 (平裝)  

1.刑法 2.刑事法  585  

刑法分則新論 / 盧映潔著 .-- 十七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8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06-1 (平裝) NT$820  

1.刑法分則  585.2  

刑事訴訟法 / 黃朝義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1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107-8 (平裝) NT$920  

1.刑事訴訟法  586.2  

仲裁法 / 蔡佩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575-3 (平

裝) NT$400  

1.仲裁  586.48  

刑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 / 吳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578-4 (平裝) NT$600  

1.證據 2.刑事偵察 3.法律救濟  

586.6  

工商團體、高科技業者與 2018 年公

司法修正 / 鄭明德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松根出版社, 11008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57-2-6 (平裝)  

1.公司法 2.文集  587.2  

行政法基本十講 / 李建良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579-1 (平裝) NT$550  

1.行政法  588  

公務員法要義 / 楊戊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110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711-0-0 (平裝) NT$500  

1.公務人員法規  588.12  

行政訴訟十講 / 李建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80-7 (平裝) NT$580  

1.行政訴訟法  588.16  

地方自治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 蕭文

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008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568-5 ( 平 裝 ) 

NT$480  

1.地方自治 2.地方法規 3.論述分析  

588.22  

監獄行刑法 / 賴擁連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007 .-- 

50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00-8-5 (平裝) NT$500  

1.獄政法規  589.82  

軍事 

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城市攻防戰  / 

關棨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80 面; 

23 公分 .-- (史學研究叢書. 歷史文化

叢刊 ; 602019) .-- ISBN 978-986-478-

490-5 (平裝) NT$280  

1.軍事史 2.唐史 3.五代史  590.92  

戰爭全史 : 從古代戰爭到 21 世紀的

全球性衝突 / 克里斯.麥可納布(Chris 

McNab)作 ; 戴榕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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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769-29-6 ( 精 裝 ) 

NT$950  

1.戰史 2.軍事史 3.世界史  592.91  

*戰爭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 玫瑰戰

爭 X 宗教戰爭 X 獨立戰爭 X 起義戰

爭 / 潘于真, 李亭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785-1 ( 平 裝 ) 

NT$350  

1.戰史 2.世界史  592.91  

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會戰 : 德國

人的觀點 / 德國軍事研究協會編著 ; 

鈕先鍾翻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星

光出版社, 11007 .-- 冊 .-- (實戰風雲 ; 

14-15) .-- ISBN 978-957-677-680-9 (全

套:平裝) NT$64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戰史 3.戰役  

592.9154  

零時差戰爭 : 一場祕密進行的軍備

競賽如何引發末日之戰?<<紐約時報

>>資深記者歷時 7 年、訪問逾 300 位

關鍵人物,從駭客、影子經紀人到各

國強權,拼湊 21 世紀致命武器的地下

交易網的真實面貌  / 妮可 .柏勒斯

(Nicole Perlroth)作 ; 李斯毅, 張紫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068-8 (平

裝) NT$600  

1.國家安全 2.網路安全 3.資訊戰  

599.7  

國 防 報 告 書 .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R.O.C.. 2021 / 

中華民國 110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

員會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 

11010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6-87-1 (平裝) NT$250  

1.國防 2.中華民國  599.8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新編本文史通義 / (清)章學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7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72) .-- ISBN 978-986-0799-23-1 

(平裝) NT$1080  

1.文史通義 2.史學評論  601.3  

心恆先生軼事 / 邵瑜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9 .-- 220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04) .-- BOD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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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540-68-5 ( 平 裝 ) 

NT$280  

1.邵循正 2.史學家 3.傳記  601.99  

中國史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 : 從

環境、氣候到貿易網絡,全球視野下

的中國史 / 岡本隆司著 ; 侯紀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

分 .-- (歷史.中國史) .-- ISBN 978-957-

05-3352-1 (平裝) NT$380  

1.中國史  610  

少年讀史記. 1, 帝王之路 / 張嘉驊編

著 ; 鄭慧荷繪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5-235-9 (平裝) NT$35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少年讀史記. 2, 霸主的崛起 / 張嘉驊

編著 ; 官月淑繪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236-6 (平裝) NT$35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少年讀史記. 3, 辯士緃橫天下 / 張嘉

驊編著 ; 官月淑繪圖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237-3 (平裝) NT$35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少年讀史記. 4, 絕世英才的風範 / 張

嘉驊編著 ; 官月淑繪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6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238-0 ( 平 裝 ) 

NT$35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少年讀史記. 5, 漢帝國風雲錄 / 張嘉

驊編著 ; 官月淑繪圖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5-239-7 (平裝) NT$35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社會在走,歷史要懂 : 呂捷開講 / 呂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303) .-- ISBN 978-986-133-

781-4 (平裝)  

1.春秋戰國時代 2.通俗史話  610.9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1, 遠古時期

至魏晉南北朝 / 曹若梅作 ; 久久童畫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8 .-- 148 面; 23 公分 .-- (童

漫館) .-- ISBN 978-986-5593-68-1 (平

裝) NT$399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2, 隋唐時期

至清康乾盛世 / 曹若梅作 ; 久久童畫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8 .-- 124 面; 23 公分 .-- (童

漫館) .-- ISBN 978-986-5593-69-8 (平

裝) NT$399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3, 晚清衰敗

至中華民國成立 / 曹若梅作 ; 久久童

畫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8 .-- 124 面; 23 公分 .-- 

(童漫館) .-- ISBN 978-986-5593-70-4 

(平裝) NT$399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歷史的經驗 / 南懷瑾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130-3-2 (平裝) NT$300  

1.中國史 2.文集  617  

1849-1877 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 / 

阮黃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8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32 冊) .-- ISBN 978-986-

518-615-9 (精裝)  

1.外交史 2.清代 3.中國 4.越南  618  

民俗.生活與禮制 / 俞美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26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29

冊) .-- ISBN 978-986-518-612-8 (精裝)  

1.禮俗 2.民族文化 3.文化研究  618  

民族文化傳承與「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之研究 : 以 yal lengc(侗

錦)為例 / 劉少君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六編 ; 第 26-27 冊) .-- ISBN 978-

986-518-609-8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610-4 (下冊:精裝)  

1.侗族 2.編織工藝 3.民族文化 4.中

國  618  

*北魏女主政治研究 / 苗霖霖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590-9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91-6 (下冊:精裝)  

1.中國政治制度 2.女性 3.北朝史  

618  

狄宛第一期以降瓬疇曆圖與流變體

釋 :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三 / 周興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 二六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584-8 (第 1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85-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86-2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

587-9 (第 4 冊:精裝)  

1.天文學 2.中國  618  

明代水利社會史研究論集 / 蔡泰彬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3-15

冊) .-- ISBN 978-986-518-596-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97-8 (中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98-5 

(下冊:精裝)  

1.水利工程 2.歷史 3.明代  618  

炕的歷史和炕文化 / 李德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192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30

冊) .-- ISBN 978-986-518-613-5 (精裝)  

1.房屋建築 2.居家設施 3.文化研究  

618  

東漢官僚的地域構成研究 / 馮世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60 面; 26 公

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

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589-

3 (精裝)  

1.官僚制度 2.區域研究 3.東漢  618  

信息傳遞與帝國統治 : 唐代朝集使

研究 / 于曉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

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9 冊) .-- ISBN 978-

986-518-592-3 (精裝)  

1.官制 2.唐代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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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與元初國內城市 / 申友良, 

申東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

518-595-4 (精裝)  

1.都市發展 2.元代  618  

唐宋法律考試研究 / 蔣楠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986-518-593-0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594-7 (下冊:精裝)  

1.科舉 2.法律 3.唐代 4.宋代  618  

清代官帽頂戴研究 : 以臺灣考古出

土與傳世文物為例 / 廖伯豪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24-25 冊) .-- 

ISBN 978-986-518-607-4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608-1 (下冊:精裝)  

1.文物研究 2.帽 3.佩飾 4.清代  618  

清代買賣契約地區差異性的初步研

究 : 以清水江、徽州和浙東地區爲

中心的考察 / 李秋梅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306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986-518-599-2 (精裝)  

1.買賣 2.契約 3.區域經濟 4.清代  

618  

晚清「文化家族」的構建 : 以瑞安

孫氏爲中心 / 淩一鳴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六編 ; 第 22-23 冊) .-- ISBN 978-

986-518-605-0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606-7 (下冊:精裝)  

1.孫氏 2.家族史 3.清代  618  

教養相資 : 清代書院考課制度 / 劉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7-18

冊) .-- ISBN 978-986-518-600-5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601-2 (下

冊:精裝)  

1.書院制度 2.清代  618  

越南雄王文化研究 / 裴光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160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31

冊) .-- ISBN 978-986-518-614-2 (精裝)  

1.民族文化 2.文化研究 3.越南  618  

項穆<<書法雅言>>研究 / 江慧芳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206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28 冊) .-- ISBN 978-986-518-611-1 (精

裝)  

1.(明)項穆 2.學術思想 3.書法  618  

粵北歷史文化研究 / 曾國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19-21 冊) .-- 

ISBN 978-986-518-602-9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603-6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604-3 (下冊:

精裝)  

1.歷史 2.廣東省  618  

漢代廷尉研究 / 閆強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8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588-6 (精裝)  

1.官制 2.漢代  618  

中國斷代史 

左傳行人之夢的解析 / 朱文章編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林國際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4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328-1-3 ( 平 裝 ) 

NT$600  

1.左傳 2.研究考訂  621.737  

貞觀政要 / 吳兢撰述 ; 許仁圖點校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50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77) .-- ISBN 978-986-0799-28-6 

(平裝) NT$680  

1.貞觀政要 2.注釋  624.11  

宋史叢考 / 聶崇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57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73) .-- 

ISBN 978-986-0799-24-8 ( 平 裝 ) 

NT$800  

1.宋史 2.文集  625.108  

五四圖史 : 百年前的學運先驅 / 陳占

彪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778-3 (平裝) NT$380  

1.五四運動  628.263  

飛虎 : 陳納德將軍與美籍志願大隊

文物圖誌 / 彭斯民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河洛藝文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臺

北市 : 雅圖創意設計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4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876-0-6 (精裝) NT$1280  

1.中日戰爭 2.空戰史 3.圖錄  

628.5025  

中國文化史 

活在大漢 / 祈莫昕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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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Fantastic ; 

27) .-- ISBN 978-626-7012-37-6 (平裝) 

NT$350  

1.生活史 2.社會生活 3.漢代  632  

活在大宋 / 劉曙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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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Fantastic ; 

28) .-- ISBN 978-626-7012-32-1 (平裝) 

NT$35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宋代  635  

跟著宋朝人過一天  / 魏策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13-3-

9 (平裝) NT$32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宋代  635  

華裘之蚤 : 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 / 張

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256-0 (平裝)  

1.生活史 2.晚清史  637  

匈奴史新論 / 劉學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676-1-7 (平裝)  

1.匈奴 2.歷史  639.39  

中國地方志 

*北平風物 : 追憶民初北平 / 陳鴻年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8 .-- 43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780-6 (平裝) NT$580  

1.人文地理 2.北京市  67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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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地 

Why?. 10, 武力時代與帝國主義的興

盛 / 申京愛作 ; DURIAN 繪 ; 林建豪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17 公分 .-

- (歷史漫畫館 ; HC010) .-- ISBN 978-

957-451-674-2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Why?. 11, 世界大戰與前後的世界 / 

GrayPas 作.繪 ; 林建豪譯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7 .-- 208 面; 17 公分 .-- (歷史漫畫

館 ; HC011) .-- ISBN 978-957-451-675-

9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Why?. 12, 世界史 : 現代社會的變化 / 

申承熙作 ; 李英浩繪 ; 林建豪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7 .-- 208 面; 17 公分 .-- (歷史

漫畫館 ; HC012) .-- ISBN 978-957-451-

676-6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Why?. 8, 西 洋 近 代 社 會 的 開 端  / 

Grimnamu 著.繪 ; 林建豪譯 .-- 一版 .-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17 公分 .-- (歷史漫畫

館 ; HC008) .-- ISBN 978-957-451-672-

8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Why?. 9, 革命時代與民主主義的發

展 / 圖樹作 ; 金弘善繪 ; 林純慧譯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7 .-- 208 面; 17 公分 .-- (歷

史漫畫館 ; HC009) .-- ISBN 978-957-

451-673-5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人類的故事 : 房龍傳世經典巨著,掌

握領略九千年的全球通史,名家重譯

精裝珍藏版  / 亨德里克 .威廉 .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 鄧嘉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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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501-4 (精

裝) NT$499  

1.世界史  711  

末日 : 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

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 / 尼

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 盧靜, 廖

珮杏,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場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9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45-8-9 (平裝) NT$580  

1.世界史 2.災難 3.傳染性疾病  711  

世界史偵探柯南. 3, 蒙娜麗莎的微笑 

/ 青山剛昌原作  ; 山岸榮一 , 齋藤

Muneo 漫畫 ;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58-616-3 (平裝) NT$360  

1.世界史 2.文化史 3.漫畫  711  

這樣的歷史課我可以 : 歐美近代史

原來很有事. 2 / 吳宜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 27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93

種)(知史 ; 20) .-- ISBN 978-986-5596-

36-1 (平裝)  

1.世界史 2.近代史  712.4  

罪惡感的代價 : 德國與日本對二戰

的記憶 /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 ; 

鄭明宜, 周如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 桌 文 化 , 左 守 創 作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804-1-6 (平裝) NT$55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戰爭心理學 3.

罪惡感 4.心理人類學 5.德國 6.日本  

712.84  

遠距考古課 : 不熱、不累、不出門,

宅宅的古文明遊玩攻略 / 陳深名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776-9 (平

裝) NT$380  

1.文明史 2.古代史  713.1  

數字裡的真相 : 71 個最透澈的世界

觀察 / 史密爾(Vaclav Smil)著 ; 畢馨云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地 ; 180) .-- ISBN 

978-986-525-257-1 (平裝) NT$400  

1.文明史 2.世界史  713.9  

西洋近代外交史精要 / 羅立著 .-- 新

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008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708-8-4 (平裝) NT$420  

1.外交史 2.西洋史 3.近代史  714.4  

祕境 : 隱藏版世界奇觀的探索珍藏

集 / 喬許.弗爾(Joshua Foer), 狄倫.圖

拉斯 (Dylan Thuras), 艾拉 .莫頓 (Ella 

Morton)著 ; 張依玫, 趙睿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5-88-

1 (精裝) NT$1980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黑暗旅遊 : 暗黑吸引力的目的地 / 米

莉安.德爾.里歐(Míriam del Río)作 ; 周

佑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觀望 ; HW042) .-- ISBN 

978-986-98885-9-2 (平裝) NT$380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 公路上 3

萬 5 千 6 百公里的追尋,在國與界之

間探索世界 / 李易安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5933-1 (平裝)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日本歷史與文化 / 林明德, 陳慈玉, 許

慶雄合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國

立空中大學, 11008 .-- 3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850-8-4 (平裝) 

NT$430  

1.日本史 2.文化史  731.1  

超 日 本 近 現 代 史  / 河 合敦 監 修  ; 

Sideranch 繪製 ; 李惠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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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0-186-2 (平裝) 

NT$550  

1.日本史 2.近代史 3.現代史  731.26  

探訪京都好去處 : 深掘滿懷憧憬的

店鋪、人與景色 / 大橋知沙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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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19-4 (平裝)  

1.旅遊 2.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日本情懷. 遊樂篇 / 君靈鈴, 李維, 剛

田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41-0 (平裝) 

NT$750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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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日本之旅. 北日本篇 / 吳寧真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 (Walker ; 2) .-- ISBN 978-986-5481-11-

7 (平裝) NT$350  

1.旅遊 2.日本  731.9  

韓國情懷 / Tina, 許思庭, 明士心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9 .-- 13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22-4 ( 平 裝 ) 

NT$280  

1.旅遊文學 2.韓國  732.9  

蒙古國 : 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

的百年獨立史  / 邁克 .迪倫(Michael 

Dillon)著 ;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9213-4 (平裝)  

1.蒙古史  734.92  

腓尼基人 : 一群被發明的祖先、一

個「不存在」的民族 / 約瑟芬.奎因

(Josephine Quinn)著 ; 王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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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00 面; 21

公 分  .-- (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 

MU0046) .-- ISBN 978-986-0767-18-6 

(平裝) NT$500  

1.古代史 2.中東史 3.民族史  735.01  

蘭芳共和國史 / 謝永茂著 .-- 臺北市 : 

世界客屬總會, 11010 .-- 2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82787-3-8 (平裝) 

NT$360  

1.歷史 2.婆羅洲  739.269  

臺灣史地 

<<華岡禊集分韻詩>>研究 / 林正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14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十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

561-9 (精裝)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733.08  

人之初,「信」本善 : 從艋舺龍山寺

持蓮童子像看台灣民間中的童子圖

像 / 陳遵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二十編 ; 第 6 冊) .-- ISBN 978-

986-518-553-4 (精裝)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臺灣  

733.08  

日據台灣時期鴉片問題研究 / 李理, 

趙國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548-0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49-

7 (下冊:精裝)  

1.日據時期 2.鴉片  733.08  

史心與文情 : 清代臺灣儒者吳子光

的史論、文學觀研究 / 蘇倉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臺灣歷史與

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550-3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551-0 (下冊:精裝)  

1.(清)吳子光 2.學術思想  733.08  

在介入與隱遁之間 : 七等生文學中

的沙河象徵 / 劉慧珠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二十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986-518-558-9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59-6 (下冊:精裝)  

1.七等生 2.作家 3.臺灣傳記 4.文學

評論  733.08  

從文學類型角度探討基隆文學的特

色 / 賴桂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十編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

518-556-5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557-2 (下冊:精裝)  

1.臺灣文學 2.地方文學 3.文學評論  

733.08  

臺灣「帝女花」戲曲研究 / 沈彤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20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552-7 (精

裝)  

1.地方戲曲 2.戲曲評論  733.08  

臺灣老兵的返鄉之途 : 段彩華<<北

歸南回>>研究 / 陳建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72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

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3 冊) .-

- ISBN 978-986-518-560-2 (精裝)  

1.段彩華 2.作家 3.傳記 4.文學評論  

733.08  

臺灣桃園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 / 賴

文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臺

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554-1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55-8 

(下冊:精裝)  

1.客語 2.比較語言學  733.08  

*港口、政策與人群移動 : 觀看近代

臺灣史的微視角  = Port, policy and 

migration : a micro perspective of 

Taiwan modern history / 陳凱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薈軒文創美學有

限公司, 110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020-5-8 ( 平 裝 ) 

NT$370  

1.臺灣史 2.移民史 3.人口遷移  

733.21  

見證乙未之役 / 林呈蓉著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180 面; 19 公分 .-- (掌中

書 系 列 ) .-- ISBN 978-986-522-986-3 

(平裝) NT$22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兩個太陽的臺灣 : 臺灣文化、政治

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 / 黃煌雄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303) .-- ISBN 978-

957-13-9241-7 (平裝) NT$420  

1.臺灣史 2.臺灣民族運動 3.日據時

期 4.文集  733.286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 / 蘇瑤崇, 侯

坤宏, 松田康博, 蘇瑞鏘, 薛化元, 陳

儀深, 若林正丈, 陳翠蓮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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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40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論叢. 戰後政

治篇) .-- ISBN 978-986-350-475-7 (平

裝) NT$630  

1.中華民國史 2.臺灣史  733.292  

臺灣風情畫. 地名篇 / 沈佳姍, 黃雯娟

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

學, 11008 .--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27-9-5 (平裝) NT$290  

1.歷史地名 2.臺灣史  733.37  

台灣好山好水 / 米樂, 破風, 君靈鈴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007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75-49-6 ( 平 裝 ) 

NT$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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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遊記 2.旅遊文學  733.69  

台灣踏查日記 / 伊能嘉矩原著 ; 楊南

郡譯註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臺灣調查時代 ; 3-4) .-- ISBN 978-957-

32-9239-5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57-32-9240-1 (下冊:平裝) 

NT$380  

1.臺灣史 2.史料  733.7  

台北老街 / 莊永明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320 面; 23 公分 .-- (生活

台灣 ; 72) .-- 30 周年暢銷紀念新版 .-

- ISBN 978-957-13-9269-1 ( 平 裝 ) 

NT$420  

1.老街 2.歷史 3.臺北市  733.9/101.6  

新 竹 縣 志 續 修 . 卷 九 , 人 物 志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洪健榮, 楊毓雯, 沈

佳姍, 江長青撰稿 ; 張勝彥總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1009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87-8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新竹縣  733.9/111.1  

新 竹 縣 志 續 修 . 卷 三 , 住 民 志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李宗信, 邱正略, 程

俊源, 李朝凱撰稿 ; 張勝彥總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1009 .-- 6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88-5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新竹縣  733.9/111.1  

朴子傳神 : 朴子市寺廟傳世文物精

選輯 = Puzi legend :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Puzi temple / 程瀅

儒文字撰述 ; 蔡金元總編輯 .-- 嘉義

縣 朴 子 市  :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公 所 , 

11009 .-- 1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4-84-8 (平裝) NT$500  

1.寺廟 2.文物 3.嘉義縣朴子市  

733.9/125.9/117.6  

小杰的神奇之旅 : 高雄大樹繪本故

事 / 小天下編輯部文字 ; Asta Wu 插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高雄市] : 財

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11009 .-- 

36 面; 25X23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53-3 (精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繪本 4.高雄市

大樹區  733.9/133.9/109.4  

台灣半世紀農村生活縮影 : 北旗尾

五十年憶往 / 林榮得著 .-- 臺北市 : 林

彥昌, 11007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149-3 (平裝)  

1.農村 2.人文地理 3.歷史 4.屏東縣

枋寮鄉  733.9/135.9/123.4  

*高度 2500 呎的夢想 : 台東如何打造

熱氣球第一品牌  / 陳書孜, 王思佳

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51-9 (平裝) 

NT$450  

1.旅遊 2.熱氣球 3.戶外活動 4.臺東

縣  733.9/139.6  

細說風櫃 = The story of Fenggui / 姜佩

君 , 林寶安中文作  ; 徒瑞福 (Torulf 

Karlsson)英文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

公市  :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 

11008 .-- 68 面; 26X20 公分 .-- (澎湖

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海洋故事繪本

系列)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7-65-8 (平裝)  

1.歷史 2.繪本 3.澎湖縣馬公市  

733.9/141.9/101.2  

歐洲史地 

羅馬人的故事. II, 漢尼拔戰記 / 塩野

七生著 ; 張惠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95

面; 21 公分 .-- (羅馬人的故事) .-- 

ISBN 978-957-14-7249-2 (平裝)  

1.歷史 2.羅馬帝國  740.222  

羅馬人的故事. IV, 凱撒時代(盧比孔

之前) / 塩野七生著 ; 李曼榕, 李璧年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536 面; 21 公分 .-

- (羅馬人的故事) .-- ISBN 978-957-14-

7268-3 (平裝)  

1.歷史 2.羅馬帝國  740.222  

會 動 的 文 藝 復 興 導 覽 手 冊  = 

Immersive exhibition of Renaissance art 

/ 王存立總編輯 .-- 臺北市 : 翡冷翠文

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943-1-

6 (平裝) NT$250  

1.文藝復興 2.西洋史 3.藝術家  

740.241  

未竟的帝國 : 英國的全球擴張 / 約翰.

達爾文(John Darwin)著 ; 黃中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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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520 面; 21 公

分 .-- (歷史叢書 ; 59) .-- ISBN 978-626-

310-070-1 (平裝) NT$520  

1.英國史 2.帝國主義  741.25  

愛的帝國 : 浪漫、權力、欲望,一部

被遺忘的法屬太平洋史 / 馬特.松田

(Matt Matsuda)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63-30-0 (平裝) 

NT$480  

1.法國史 2.殖民地 3.帝國主義 4.太

平洋  742.1  

與巴黎出了軌 / 韓良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198) .-- ISBN 978-986-06823-2-8 

(平裝) NT$360  

1.遊記 2.旅遊文學 3.法國  742.89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  / Chen Liang 

Podstavek 著 ; Katarina Ilkovicova 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58 面; 28 公分 .-- 

( 世 界 的 市 場 ) .-- ISBN 978-957-08-

5950-8 (精裝)  

1.人文地理 2.市場 3.繪本 4.斯洛伐

克  744.63  

收藏 100 種瑞士 / Ricky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9-19-

7 (平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社會生活 3.瑞士  

744.885  

海都物語. 下 / 塩野七生著 ; 長安靜

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16 面; 21 公

分 .-- (羅馬人的故事) .-- ISBN 978-

957-14-7257-7 (下冊:平裝)  

1.義大利史  745.22  

海都物語. 上 / 塩野七生著 ; 彭士晃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80 面; 21 公分 .-

- (羅馬人的故事) .-- ISBN 978-957-14-

7260-7 (上冊:平裝)  

1.義大利史  7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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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史地 

中美洲導覽 : 共同的歷史、不同的

命運 / 何國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972-6 (平裝) NT$400  

1.文化 2.中美洲  755.03  

非洲史地 

Yes.史瓦帝尼 = Yebo.Eswatini / 班柯

希 (Buhlebenkhosi Dlamini), 陳 瑩 峰

(Ean Chen)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008 .-- 240 面; 26 公分 .-- (釀時

代 ; 25)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511-9 (平裝) NT$135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史瓦帝尼  

768.9  

傳記 

是在哈囉,大文豪! / 黃彥瑋, 李怡廷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 

11008 .-- 1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09-1-2 (平裝) NT$320  

1.中國文學 2.作家 3.傳記 4.通俗作

品  782.24  

造神與造假 : 陳寅恪史事辨偽及大

陸「陳學」熱宣傳指謬 / 劉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25-5 (平裝) NT$450  

1.陳寅恪 2.學術思想 3.傳記  

782.886  

梁湘潤上人見道回憶錄 / 梁湘潤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行卯出版社, 

11007 .-- 488 面; 13 公分 .-- ISBN 978-

986-98133-5-8 (平裝) NT$600  

1.梁湘潤 2.回憶錄  782.887  

無愧人生 : 民國人物馬元放 / 馬寧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36 面; 23 公

分 .-- (史地傳記類 ; PC0983)(讀歷史 ; 

13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954-0 (平裝) NT$520  

1.馬元放 2.傳記  782.887  

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 / 張在軍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9 .-

- 480 面; 23 公分 .-- (血歷史 ; 203)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69-2 (平

裝) NT$700  

1.聶紺弩 2.年譜  782.987  

亂世豪傑 1000 人戰國武將&名家 / 井

澤豊一郎編集 ; 月翔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01-510-8 (平裝) NT$320  

1.傳記 2.戰國時代 3.日本  783.12  

感謝好運降臨!從回收業者到集團社

長,我與好運相逢的人生挑戰 / 若山

陽一郎作 ;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9249-3 (平裝) NT$340  

1.若山陽一郎 2.傳記 3.日本  783.18  

33 孩子 / 三之三基金會編著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

會,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小人

物生命故事系列 ; 3) .-- ISBN 978-986-

93297-2-9 (平裝)  

1.人物志 2.臺灣傳記  783.31  

大河與小飛 / 王佩琪文 ; 灰塵魚圖 .-

- 第 1 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大嵙崁

文教基金會, 大嵙崁故事館, 11007 .-- 

4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

81968-6-5 (精裝) NT$380  

1.鳳飛飛 2.歌星 3.臺灣傳記 4.繪本 5.

桃園市大溪區  783.3886  

在世界看見臺灣的力量 : 超越三十

載國際援助路,李栢浡親證回憶錄 / 

李栢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人與土地 ; 33) .-- 

ISBN 978-957-13-9276-9 ( 平 裝 ) 

NT$420  

1.李栢浡 2.援外 3.回憶錄 4.臺灣  

783.3886  

光陰的故事 : 我的前半生 / 朱子明

作 .-- 第一版 .-- 桃園市 : 朱子明 ,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46-2 (平裝)  

1.朱子明 2.自傳  783.3886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 回憶錄. 一, 夢痕

記. 上冊 / 朱鏡宙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11008 .-- 4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316-9-2 (精裝)  

1.朱鏡宙 2.傳記  783.3886  

江成泉回憶錄 = The road I've taken : 

Charles C. Chiang's memories / 江成泉

口述 ; 江復正編著 .-- 臺北市 : 典藏

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2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2-1-5 (精裝) 

NT$420  

1.江成泉 2.臺灣傳記  783.3886  

李登輝學與學李登輝 : 台灣的時代

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 / 董思

齊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7 .-- 350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510-2 ( 平 裝 ) 

NT$550  

1.李登輝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783.3886  

走過迴旋型的人生 台灣腫瘤科第一

人 : 陳博明 / 梁妃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11009 .-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928-0-8 ( 平 裝 ) .-- ISBN 978-986-

06928-1-5 (精裝)  

1.陳博明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秋霞的一千零一夜 / 蔣理容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94-276-5 (平裝) 

NT$480  

1.蔣渭川 2.臺灣傳記  783.3886  

神靖丸的故事 / 鄭宏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10 .-- 316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7018-40-8 (平裝) 

NT$350  

1.鄭吳玉葉 2.傳記 3.口述歷史  

783.3886  

*國泰酷ㄚ嬤 : 傳承富足一生的承諾 

/ 石淑蘭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有限

公司, 11007 .-- 225 面; 23 公分 .-- (企

管銷售 ; 48) .-- ISBN 978-986-99302-4-

6 (平裝) NT$300  

1.石淑蘭 2.保險業 3.臺灣傳記  

783.3886  

零下六十八度 : 二戰後的台灣人西

伯利亞經驗 / 陳力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0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67-6 (平

裝) NT$380  

1.陳以文 2.臺灣傳記  783.3886  

龍淵述學 / 鄭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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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96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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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學術研究叢刊) .-- ISBN 978-

986-350-478-8 (平裝) NT$690  

1.鄭騫 2.學術思想 3.傳記 4.臺灣  

783.3886  

親愛的約翰 : 勇敢做自己,找到生命

的意義 / 權自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利奇佳有限公司, 110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146-6-7 (平裝) 

NT$350  

1.權自強 2.臺灣傳記  783.3886  

蘇鴻傑教授紀念文集 / 蘇鴻傑, 郭文

好作 .-- [臺北市] : 郭文好, 110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26-4 (精裝)  

1.蘇鴻傑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18 種微型死亡 : 建立美國現代法醫

制度的幕後推手與鮮為人知的故事 / 

布魯斯.戈德法布(Bruce Goldfarb)著 ; 

黃意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

023-3 (平裝) NT$380  

1.李(Lee, Frances Glessner, 1878-1962) 

2.傳記 3.法醫學 4.犯罪學  785.28  

三個蘋果改變世界 : 活著,就要創造

更高的人生價值  / 唐牧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10 .-

- 2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1-01-9 (平裝)  

1.賈伯斯(Jobs, Steven, 1955-2011) 2.傳

記 3.職場成功法 4.美國  785.28  

李歐和他的圈子 : 美國畫廊教父卡

斯特里的一生 / 安妮.科恩-索拉爾

(Annie Cohen-Solal)作 ; 王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608 面; 23 公分 .-- 

(典藏人物 ; 25) .-- ISBN 978-626-7031-

00-1 (平裝) NT$580  

1.卡斯特里(Casteilli, Leo) 2.傳記 3.美

國  785.28  

祖炳民 Dr. John B. Tsu : 美國歷史上

白宮首位華人幕僚  / 傅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金剛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216-5-3 (平裝) NT$320  

1.祖炳民 2.傳記 3.美國  785.28  

海倫凱勒 : 我的後半生 / 海倫凱勒著 ;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16 面; 21 公

分 .-- (愛視界 ; 20) .-- ISBN 978-986-

06712-9-2 (平裝) NT$200  

1.凱勒(Keller, Helen, 1880-1968) 2.傳

記 3.美國  785.28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 永不放棄的海

倫凱勒 / 海倫凱勒著 ; 郭庭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愛視界 ; 

18) .-- ISBN 978-986-06712-7-8 (平裝) 

NT$300  

1.凱勒(Keller, Helen, 1880-1968) 2.自

傳 3.美國  785.28  

無足輕重的女人 : 二戰傳奇女間諜 / 

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作 ; 黃佳

瑜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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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 .-- 448 面; 

21 公分 .-- (歷史叢書 ; 85) .-- ISBN 

978-626-310-088-6 (平裝) NT$550  

1.戈洛特(Goillot, Virginia, 1906-1982) 

2.情報 3.女性傳記 4.第二次世界大

戰  785.28  

富蘭克林自傳 : 一個平凡小子在大

時代中的不平凡故事 / 班傑明.富蘭

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 蕭寶森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10 .-- 352 面; 23 公分 .-

- (最猛職人 ; 23) .-- ISBN 978-986-

5496-34-0 (平裝) NT$420  

1.富蘭克林(Franklin, Benjamin, 1706-

1790) 2.傳記 3.美國  785.28  

* 綠 燈  / 馬 修 . 麥 康 納 (Matthew 

McConaughey)著 ;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堡壘文化, 11008 .-- 304 面; 21 公

分 .-- (New black ; 6) .-- ISBN 978-986-

06707-7-6 (平裝) NT$550 .-- ISBN 978-

986-06707-8-3 (精裝) NT$600  

1.麥康納(McConaughey, Matthew, 

1969-) 2.演員 3.電影 4.傳記 5.美國  

785.28  

文物考古 

趣味考古 / 葉文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

司發行, 11007 .-- 350 面; 23 公分 .-- 

(中學生趣味閱讀系列 ; 15) .-- ISBN 

978-986-499-135-8 (平裝) NT$450  

1.考古學 2.通俗作品  790  

元代畫家作品題跋詩文彙編 / 佘城, 

王邦彥, 卓之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008 .-- 冊 .-- 

ISBN 978-986-314-560-8 (全套:平裝) 

NT$1600 .-- ISBN 978-986-314-561-5 

(全套:精裝) NT$2600  

1.題跋 2.元代  791.7  

風格故事  : 乾隆年製琺瑯彩瓷  = 

Story of an artistic style : imperial 

porcelain with painted enamel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 余佩瑾文字撰述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0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47-5 (平裝)  

1.古陶瓷 2.琺瑯器  796.6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第十輯 = Studies 

in memory of Chen Chang-wei / 舒佩琦

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陳昌蔚文

教基金會, 11009 .-- 2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2538-7-2 (平裝)  

1.古陶瓷 2.文集  796.607  

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 / 許文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638 面; 26 公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出土文獻譯注研析

叢刊 ; 902019) .-- ISBN 978-986-478-

489-9 (平裝) NT$500  

1.簡牘學 2.簡牘文字 3.研究考訂  

796.8  

高雄市左營區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

考古調查發掘暨展示研究計畫成果

報告書 / 劉益昌計畫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007 .-

- 冊 .-- ISBN 978-986-5465-42-1 (全套:

平裝) NT$1000  

1.考古遺址 2.考古報告 3.高雄市左

營區  798.8033  

世界宮殿廢墟 : 浮華雲煙的遺世記

憶與傳奇 / 麥可.凱利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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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6-020-0 (平

裝)  

1.遺址 2.宮殿建築 3.世界史  798.81  

24 小時大發現 : 原始時代 / 蓮恩.庫

克(Lan Cook)作 ; 洛朗.克林(Laurent 

Kling)繪 ; 江坤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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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32-9220-3 (精裝) NT$360  

1.石器時代 2.社會生活 3.漫畫  

799.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懂語感,無痛學好任一種外語 / 游皓

雲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9244-8 (平

裝) NT$380  

1.語言學習 2.學習方法  800.3  

IBMYP 教與學剖析 : 談 IBMYP 中學

項目教學面向 =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 diverse teachings of the 

IBMYP programme / 鄒 蕙 蘭 (Lanny 

Tsou)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09-2 (平裝) 

NT$400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3.教學設計  

802.03  

繁 體 中 文 寫 作 基 礎 教 材  : 華 語

1183(全)拼音、單字、造詞(中英對

照)(附 30 個生活專題、中英文造句/

拼 音 故 事 、 劇 作 詞 譜 ) / Elizabeth 

Yueh 作 .-- 一版 .-- 臺中市 : 岳淑君, 

11007 .-- 2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43-1 (平裝) NT$85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802.03  

<<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疑難字

詞研究 / 薛慧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78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

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9 冊) .-- ISBN 978-

986-518-662-3 (精裝)  

1.簡牘文字 2.研究考訂  802.08  

<<爾雅>>同源詞考 / 郝立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86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986-518-668-5 (精裝)  

1.爾雅 2.訓詁 3.詞源學  802.08  

<<廣韻>>音讀研究 / 趙庸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164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986-518-669-2 (精裝)  

1.廣韻 2.語音學 3.研究考訂  802.08  

元泰定乙丑圓沙書院所刻<<廣韻>>

研究 / 李福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90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

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986-518-671-5 (精裝)  

1.廣韻 2.版本學 3.研究考訂  802.08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 陳冠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3-8 冊) .-- ISBN 

978-986-518-656-2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57-9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18-658-6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659-3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660-9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

661-6 (第 6 冊:精裝)  

1.甲骨文 2.古文字學 3.氣象 4.研究

考訂  802.08  

里耶秦簡. 壹, 文字研究 / 葉書珊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中國語言文

字研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986-518-663-0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664-7 (下冊:精裝)  

1.簡牘文字 2.研究考訂  802.08  

殷卜辭與人相關之義近形旁通用研

究 / 陳冠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一

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

654-8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

518-655-5 (下冊:精裝)  

1.甲骨文 2.研究考訂  802.08  

湖南郴州土話音韻調查研究 / 尹凱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一

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986-518-

670-8 (精裝)  

1.方言學 2.聲韻學 3.湖南省郴州市  

802.08  

齊系文字字根研究 / 張鵬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二一編 ; 第 12-14 冊) .-- 

ISBN 978-986-518-665-4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666-1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667-8 (下冊:

精裝)  

1.春秋戰國時代 2.古文字學 3.詞根 

4.研究考訂  802.08  

溯源 / 陈宗厚总编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社, 11007 .-- 493 面; 25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

06898-2-2 (平裝) NT$790  

1.漢語 2.詞彙  802.18  

成語故事的遊戲書 / 大智文化編著 .-

- 新 北 市  : 大 智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112 面; 27 公分 .-- (玩故事系

列 ; 1)(知識好好玩 ; 1) .-- ISBN 978-

986-06510-4-1 (平裝) NT$300  

1.漢語 2.成語 3.兒童遊戲  802.1839  

實用華語語音學 / 張正男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10-8 (平裝) NT$320  

1.漢語 2.語音學 3.聲韻  802.4  

漢語音韻引論 / 張光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30-8 (平裝) NT$320  

1.漢語 2.聲韻  802.4  

廣州黃埔區方音與漁農諺和鹹水歌

口承民俗的變遷  / 馮國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300 面; 23 公分 .-- (語

言文字叢書 ; 1000018) .-- ISBN 978-

986-478-488-2 (平裝) NT$500  

1.粵語 2.方言學 3.語言社會學  

802.5233  

初級客語講義 = Basic Hakka / 賴文英

著 .-- 增訂三版 .-- [桃園市] : 賴文英, 

11009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50-9 (平裝) NT$180  

1.客語 2.讀本  802.52388  

時代華語. 4 /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編

著 ; 朱紹解, 陳俊甫, 汪楚恩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9-1983-7 ( 第 4 冊 : 平 裝 ) 

NT$980  

1.漢語 2.讀本  802.86  

當代中文課程. 1, 課本 / 王佩卿, 陳慶

華, 黃桂英編寫 ; 鄧守信主編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 公 司 , 11009 .-- 冊  .-- (Linking 

Chinese) .-- ISBN 978-957-08-5963-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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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0-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

08-5971-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957-08-5972-0 (全套: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6  

縱橫天下事課本 : 華語新聞教材 / 孫

懿芬, 陳懷萱編著 ; 杜昭玫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8 公分 .-- 

(Linking Chinese) .-- ISBN 978-957-08-

5962-1 (第 2 冊:平裝)  

1.漢語 2.新聞 3.讀本  802.86  

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四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008 .-- 516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43) .-- ISBN 

978-986-314-562-2 (平裝) NT$720  

1.滿語 2.讀本  802.918  

一本到味 : 吃の日文 5000 字 / 麥美

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

社, 110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01-4-2 (平裝)  

1.日語 2.詞彙  803.12  

生活日語全集中圖解日語單字 / 周

若珍,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441-588-5 (平裝)  

1.日語 2.詞彙  803.12  

我的第一本日語單字 / 田中紀子, 朱

讌欣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日語通 ; 

4) .-- ISBN 978-986-5544-32-4 (平裝附

光碟片) NT$330  

1.日語 2.詞彙  803.12  

日台文化交流對談集 / 小室敦彦編

著 ; 吳國禎翻譯 ; 謝良宋監修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23-0 (平裝) NT$350  

1.日語 2.讀本 3.文化 4.日本  803.18  

日本語大好き : 愛學日本語 / 致理科

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材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7 .-- 144 面; 26 公分 .-- 

(GD ; 133-) .-- ISBN 978-986-0754-20-9 

(第 2 冊:平裝) NT$4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用手機輕鬆學 : 日語入門 / 致良日語

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21-6 (平裝) 

NT$2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新日檢 JLPT N3 合格模試 / アスク出

版編輯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008 .-- 2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4-170-6 (平裝) 

NT$49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 JLPT N5 合格模試 / アスク出

版編輯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出版社, 11009 .-- 2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4-171-3 (平裝) 

NT$49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 N5 單字帶著背! / 張暖彗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16 公分 .-- (隨身外語

系列 ; 64) .-- QR Code 版 .-- ISBN 978-

986-5560-30-0 (平裝) NT$24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制霸!N1 文法特訓班 / 永石繪

美, 黃意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3 公分 .-- (JLPT 滿分進擊) .-- 

ISBN 978-957-14-7248-5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日檢 !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

N3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

分 .-- (比較日語 ; 7) .-- ISBN 978-986-

246-635-3 (平裝附光碟片) NT$31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單字短句記憶 N1 

N2 N3 N4 N5 必背單字辭典 : 從零基

礎到考上 N1,就靠這一本!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 西村惠子 , 千田晴夫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6565 面; 21 公

分 .-- (山田社日語 ; 53) .-- ISBN 978-

986-246-636-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必背閱讀 N1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344 面; 21 公

分 .-- (日檢智庫 ; 39) .-- ISBN 978-986-

246-633-9 (平裝) NT$39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精修關鍵句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必背閱讀 N3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

庫 ; 37) .-- ISBN 978-986-246-634-6 (平

裝) NT$340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成為韓語翻譯員 : 韓國外大翻譯所

碩士的翻譯人蔘  / 陳家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1 公分 .-- 

(EZ Korea ; 35) .-- ISBN 978-986-0795-

30-1 (平裝) NT$320  

1.韓語 2.翻譯  803.2  

我的全韓文通行證 / 饒燕娟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出版社, 11008 .-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492-6-5 (平裝) NT$1200  

1.韓語 2.讀本  803.28  

創意台灣話. 6 / 王秋華編著 .-- 臺南

市 : 台南市香光愛心功德會, 11009 .-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588-4-3 (平裝) NT$350  

1.臺語 2.漢字  803.3  

飛越南關 : 初階越南語能力檢定攻

略 / 鄭美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25-

5 (平裝) NT$280  

1.越南語 2.能力測驗  803.798  

用中文說法語 / 黃薇, Andre Martin 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法語系列 ; 1) .-- 

ISBN 978-986-5544-34-8 (平裝附光碟

片) NT$379  

1.法語 2.讀本  804.58  

用法語說臺灣文化 : 太平洋中的璀

璨 珍 珠  = Parlons de la culture 

Taïwanaise en fraçais : la perle 

magnifique de l'Océan Pacifique / 阮若

缺(Rachel Juan)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102) .-

- ISBN 978-986-5560-31-7 ( 平 裝 ) 

NT$400  

1.法語 2.讀本 3.臺灣文化  8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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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每日一句 / Javi, Sof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外語達

人 ; 25) .-- ISBN 978-986-5560-28-7 (平

裝) NT$38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48  

VOX 015 辨識法自學西文超級快 / 陳

源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人民之聲

出版社, 11007 .-- 8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4665-9-3 ( 平 裝 ) 

NT$70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開始遊西班牙說西語 : 西.英.中三語

版 / 陳南妤作 .-- 三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3

公分 .-- (Travel talk ; 14) .-- ISBN 978-

626-7009-50-5 (平裝) NT$320  

1.西班牙語 2.旅遊 3.會話  804.788  

3R 英語會話學習 : 回憶、釋義、記

憶 = 3R English conversation learning : 

recall,reflect,and remember / 史宗玲, 張

佩儀, 吳書萱, 顏辰宇, 熊泓彥作 .-- 1

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外

語學院出版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發

行, 11008 .-- 29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557-3-5 (平裝) NT$250  

1.英語教學 2.高等教育  805.103  

PVQC ELW 生活與職場 : 醫護與健康

照護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 戴建耘, 

戴長熙, e 檢研究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293-1 (平裝)  

1.英語 2.醫學 3.詞彙  805.12  

我的第一本英語單字 / 思蒂拉, 張小

怡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8) .-- ISBN 978-986-5544-33-1 (平裝附

光碟片) NT$34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英文拼字遊戲 : SCRABBLE 與學習

英文單字的關係 / 胡文華作 .-- 第三

版 .-- 臺南市 : 胡文華, 11007 .-- 2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48-

6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英語單字建築師 : 從一個單字建造

出英語大樓 / 許豪英語教學團隊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268 面; 21 公分 .-

- (英語學習 ; 17) .-- ISBN 978-986-

5507-71-8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英語萬用圖解字典 : 這個單字英語

這樣說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41-592-2 (平裝) NT$45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蜂巢式記憶法!速記日常必備 1200 英

文單字 / 曾韋婕, 張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408 面; 21 公分 .-- (原來

如此 ; E250) .-- ISBN 978-986-5507-72-

5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練英單. 3 : 108 課綱進階字彙邊背邊

練習, Level 5–6(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1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8-3 (16K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關鍵英單 . 3 : 108 課綱進階字彙 , 

Level 5–6(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Judy Majewski, 葉立萱 , Brian Foden, 

Richard Luhr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047-6 (16K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新版 TOEFL.GRE 必考字彙活記字典 

/ 張宇綽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8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25-8 (平

裝) NT$660  

1.英語 2.詞典  805.132  

Power English : phonics 自然發音法學

習繪本 / 林素娥(Su-O Lin), 大衛.杜

(David Doyle)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 11009 .-- 冊  .-- (英語學

習) .-- ISBN 978-986-5593-73-5 (全套:

精裝) NT$4200  

1.英語 2.發音  805.141  

申入剖熙英文文法 / 申芷熙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版社, 

11008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400-9-2 (平裝) NT$350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語自學策略 : 英文 EMAIL 懶人包,

複製、貼上、替換,瞬間搞定! / 胡欣

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

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6-3-9 (平裝) NT$499  

1.商業英文 2.商業書信 3.商業應用

文 4.電子郵件  805.179  

(警專入學考)警專英文 : 滿分這樣讀 

/ 倪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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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宥暄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冊 .-- ISBN 978-626-300-049-0 (第 4

冊:菊 8K 平裝) .-- ISBN 978-626-300-

050-6 (第 5 冊:菊 8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串流追劇宅英文 : 道地流行用語、

火辣時事議題 = Binge watch streaming 

series / EZ TALK 編輯群, Judd Piggott, 

Jacob Roth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6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986-0795-29-5 (平裝) NT$42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不通也能教出雙語小孩 : 超簡

單、全圖解親子互動英文 / Jocelyn 

Je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有限公司, 11008 .-- 144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7-167-8 (平裝附

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讀本 3.親子  805.18  

航海英文與實務 : 以郵輪為例 / 張在

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007 .-- 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3-9-8 (平裝) NT$250  

1.英語 2.航海 3.讀本  805.18  

商務英文簡報技巧全攻略(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Ian Andrew Mckinnon

著 ; 羅竹君, 鄭家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1-4 (16K 平裝)  

1.商業英文 2.讀本 3.簡報  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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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好學!大人們的英文速成課 / 黃素

馨 Jasmine Huang , Gregory E. McCan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

公司, 11009 .-- 336 面; 23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407-168-5 (平

裝附光碟片) NT$349  

1.英語 2.讀本  805.18  

超級英語閱讀訓練. 1, FUN 學美國英

語課本精選(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0-042-1 (第 1 冊:16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構詞音韻與衍生 / 蘇秦編著 .-- 一

版 .-- [臺南市] : 蘇秦, 11007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095-3 (平

裝) NT$4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100 句親子英語會話 / 趙喜珠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4-4 ( 平 裝 ) 

NT$39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哈啦英語  : 生活有樂事  / 徐培恩

(Rya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0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6-5-3 (平裝) NT$349  

1.英語 2.會話 3.詞彙 4.讀本  

805.188  

哈啦英語  : 人生大小事  / 徐培恩

(Rya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

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6-4-6 (平裝) NT$349  

1.英語 2.會話 3.詞彙 4.讀本  

805.188  

6 種情境學單字 : 從生活培養孩子英

語語感 / 書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8 .-- 296 面; 21 公分 .-

- (英語館 ; E008) .-- ISBN 978-986-

06862-0-3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GEPT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 / 朱森

元, 朱森榮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6 公分 .-- (全民英檢) .-- ISBN 978-

957-445-955-1 (平裝) NT$38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聽

力&閱讀題庫解析 / 國際語言中心委

員會, 郭文興, Emie Lomba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 

11008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54-173-7 (平裝) NT$5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級寫作&

口說題庫解析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

會, 郭文興, 陳鈺璽著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出版社, 110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4-177-5 (平裝附

光碟片) NT$399  

1.英語 2.作文 3.讀本  805.1892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  =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 intermediate 

listening / 洪宏齡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956-

8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寫作測驗必考題

型 / 陳頎著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監

修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0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76-8 (平裝) NT$450  

1.英語 2.寫作法  805.1892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 何誠

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073-5-2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TOEFL Junior 考點聚焦&全真測驗 / 

Eric Yamg 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書

林出版有限公司, 11007 .-- 18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953-7 (平裝

附光碟片) NT$350  

1.托福考試  805.1894  

TOEFL 托福字彙. 中冊 / 李英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李昭儀, 11009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141-

7 (平裝) NT$400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NEW TOEIC 文法解析 / 林怡伶, 馬蕙

萱, 程春美, 湯馬丁, 楊錦麗, 蔡嬌燕, 

謝玉華, 謝享真作 .-- 再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009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9-3 (平

裝) NT$110  

1.多益測驗 2.語法  805.1895  

NEW TOEIC 單字片語寶典 / 林怡伶, 

馬蕙萱, 程春美, 湯馬丁, 楊錦麗, 蔡

嬌燕, 謝玉華作 .-- 再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009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8-6 (平

裝) NT$110  

1.多益測驗 2.詞彙 3.慣用語  

805.1895  

TOEIC 必考單字快速記憶 / Carolyn G. 

Choong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26-5 (平裝) 

NT$46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文學 

道是無情卻有情 : 當代文學作品論

評 / 李仕芬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73 面; 21 公分 .-- (文學小說類 ; 

PG2584)(文學視界 ; 131) .-- BOD 版 .-

- ISBN 978-986-326-952-6 ( 平 裝 ) 

NT$250  

1.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10.7  

跨領域科際學術研討會暨文藝美學

論壇專書論文集. 2021 第三屆 / 蔡芳

定, 李偉俊, 蔡瑞霖, 張慶仁, 黃建超, 

徐詩婷, 簡忍, 丁尹茱, 蘇姿樺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

體新聞協會, 11008 .-- 230 面; 30 公

分 .-- (傳播叢書系列) .-- ISBN 978-

986-98074-3-2 (平裝) NT$260  

1.藝術 2.美學 3.文集  810.7  

牠鄉何處? : 城市.動物與文學 / 黃宗

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095-8 (平裝) 

NT$450  

1.文學與自然 2.動物保育  810.74  

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 論文寫作

格 式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原著 ; 鈕文英譯 .-- 七版 .-

- 臺 北 市  : 雙 葉 書 廊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92-14-4 (平裝)  

1.論文寫作法  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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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論文之書寫、投稿與審查 : 

探查「學術黑盒子」的知識鍊結  / 

臧國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99-3 (平

裝) NT$360  

1.論文寫作法 2.研究方法  811.4  

文學批評關鍵字 : 概念.理論.中文文

本解讀 / 柯思仁, 陳樂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007-0 (平裝) NT$400  

1.文學評論 2.閱讀指導  812  

怪書研究室 : 人皮書、殺人書、和

書結婚、內容多到摧毀宇宙的書......

從這些珍奇書稿探索史上最獵奇的

真 實 故 事  / 愛 德 華 . 布 魯 克 希 欽

(Edward Brooke-Hitching)作 ; 楊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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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256 面 ; 26 公 分  .-- 

(Sasugas ; 20) .-- ISBN 978-986-289-

602-0 (平裝) NT$699  

 813.6  

中國文學 

文學四十講 : 常識與慧悟 / 劉再復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16 面; 21 公

分 .-- (聯經評論) .-- ISBN 978-957-08-

5953-9 (平裝)  

1.中國文學  820.7  

<<金瓶梅>>歲時節令研究 / 何庭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2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565-7 (精

裝)  

1.金瓶梅 2.歲時節令 3.文學評論  

820.8  

<<紅樓夢>>重構問題之研究 : 以說

唱、戲曲為例 / 李夢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9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566-4 (精裝)  

1.紅學 2.說唱戲曲 3.研究考訂  

820.8  

<<紅樓夢>>婚姻現象之研究 / 丁如

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16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567-1 (精

裝)  

1.紅學 2.婚姻 3.研究考訂  820.8  

<<經律異相>>故事研究 / 簡意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學研

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9-20 冊) .-- ISBN 

978-986-518-581-7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82-4 (下冊:精裝)  

1.佛教 2.類書 3.研究考訂  820.8  

1990 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小說懷鄉問

題研究 / 郭名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96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

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502-2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中國小說 3.文學

評論  820.8  

「三言」評點教化研究 / 柳志傑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19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568-8 (精裝)  

1.通俗小說 2.文學評論  820.8  

「實」景「虛」構 : 文化生產視域

下的中國當代實景演出研究 / 王柯

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6 公

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

504-6 (精裝)  

1.中國文化 2.表演藝術  820.8  

大地倫理的詩意呈現 : 世紀之交的

中國生態文學研究  / 張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50 面; 26 公分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503-9 (精裝)  

1.生態文學 2.中國文學  820.8  

中國當代文學與拉美「魔幻現實主

義」 / 關滄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8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

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501-5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敘事文學 3.魔幻

寫實  820.8  

古代文化散論 / 歐陽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9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986-518-580-0 (精裝)  

1.中國文學 2.文化研究  820.8  

北宋老莊之學與詩文研究 / 張記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36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564-0 (精

裝)  

1.老莊哲學 2.宋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20.8  

血粉戲及其劇本十五種 / 李德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學研

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1-13 冊) .-- ISBN 

978-986-518-573-2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74-9 (中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575-6 (下冊:精裝)  

1.中國戲劇 2.戲劇評論  820.8  

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 / 吳永平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人民

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9

－12 冊) .-- ISBN 978-986-518-507-7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

508-4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

518-509-1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510-7 (第 4 冊:精裝)  

1.舒蕪 2.學術思想  820.8  

夏承燾詞學研究 : 以日記、書信、

論詞絕句為考察中心 / 薛乃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學研

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5-17 冊) .-- ISBN 

978-986-518-577-0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78-7 (中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579-4 (下冊:精裝)  

1.夏承燾 2.詞 3.研究考訂  820.8  

湯學探勝 / 龔重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

518-569-5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570-1 (下冊:精裝)  

1.(明)湯顯祖 2.學術思想 3.明代戲曲 

4.戲曲評論  820.8  

賈平凹長篇小說論 / 王春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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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009 .-- 280 面; 26 公分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505-3 (精裝)  

1.賈平凹 2.中國小說 3.長篇小說 4.

文學評論  820.8  

詩性散文 / 陳劍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27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

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499-5 (精裝)  

1.中國文學 2.散文 3.文學理論  

820.8  

詩與史之間的大學故事 : 宗璞及其

<<野葫蘆引>>研究 / 康宇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32 面; 26 公分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506-0 (精裝)  

1.馮鍾璞 2.中國當代文學 3.長篇小

說 4.文學評論  820.8  

禁戲(增補本) / 李德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

518-571-8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18-572-5 (下冊:精裝)  

1.戲曲史  820.8  

齊地文化與兩漢文學研究 / 宮偉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78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563-3 (精

裝)  

1.中國文學史 2.漢代文學 3.文學評

論  820.8  

劉熙載寓言散文研究 / 黃安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17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576-3 (精裝)  

1.(清)劉熙載 2.中國文學 3.寓言 4.文

學評論  820.8  

歷史真相與文藝圖騰 : 延安時期<<

講話>>的生成、傳播與接受 / 商昌

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8 面; 26 公

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

500-8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文藝思潮  820.8  

1912-1949 年民國詞社研究 / 吳嘉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518-517-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18-3 (下

冊: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詞史 3.詞論  820.9  

1930 年代中國現代派詩歌研究 / 羅

振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68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

520-6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當代詩歌 3.詩評  

820.9  

「五.四」之子 : 王統照評傳 / 王瑞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194 面; 26 公

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

四編 ; 第 20 冊) .-- ISBN 978-986-518-

531-2 (精裝)  

1.王統照 2.傳記 3.五四新文學運動  

820.9  

「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 民

國文學簡論 / 賈振勇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四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

986-518-512-1 (上冊 :精裝 ) .-- ISBN 

978-986-518-513-8 (下冊: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一個中國新詩人 : 穆旦論集 / 易彬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25-26

冊) .-- ISBN 978-986-518-536-7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37-4 (下

冊:精裝)  

1.查良錚 2.中國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  

王余杞評傳 / 王發慶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21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21 冊) .-

- ISBN 978-986-518-532-9 (精裝)  

1.王余杞 2.傳記 3.文學評論  820.9  

毛奇齡詩學研究  / 滿忠訓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 第三十輯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545-9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46-6 (下冊:精裝)  

1.(清)毛奇齡 2.學術思想 3.詩學 4.詩

評  820.9  

巴蜀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  / 

彭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30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

516-9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3.重慶

市 4.四川省  820.9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王氏家族 / 王瑞

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22-

23 冊) .-- ISBN 978-986-518-533-6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34-3 

(下冊:精裝)  

1.王氏 2.中國文學 3.家族 4.文學評

論  820.9  

民國文學中的辛亥革命敘事 (1912-

1949) / 豐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6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四編 ; 第 8 冊) .-- ISBN 978-

986-518-519-0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敘事文學 3.辛亥革

命  820.9  

在文學與歷史之間 : 王翔千評傳 / 王

瑞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9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986-

518-535-0 (精裝)  

1.王翔千 2.傳記  820.9  

自然主義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 : 基於

自然主義文獻的考證 / 智曉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514-5 (上冊:精裝) .-

- ISBN 978-986-518-515-2 (下冊: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自然主義 3.文學

評論  820.9  

辛派三家詞研究  / 蘇淑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

彙刊. 第三十輯 ; 第 5-6 冊) .-- ISBN 

978-986-518-543-5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544-2 (下冊: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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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詞 2.詞論  820.9  

抗戰文學的歷史還原 / 王學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29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525-1 

(精裝)  

1.中國文學 2.抗戰文藝 3.文學評論  

820.9  

海派小說話語研究 / 劉思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9 .-- 274 面; 26 公分 .-- (民

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521-3 (精

裝)  

1.現代文學 2.中國小說  820.9  

郭沫若翻譯文學研究 / 咸立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7-19 冊) .-

- ISBN 978-986-518-528-2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529-9 (中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30-5 (下

冊:精裝)  

1.郭沫若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4.

翻譯  820.9  

陪都文學論 / 郝明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23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6 冊) .-

- ISBN 978-986-518-527-5 (精裝)  

1.中國文學 2.地方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  

黑棉褲 : 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國粹電

影: 1934-1937 年現存文本讀解 / 袁慶

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民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2-

13 冊) .-- ISBN 978-986-518-523-7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524-4 

(下冊:精裝)  

1.電影史 2.電影片 3.影評  820.9  

趣味化的文化啟蒙 : 良友出版研究 / 

宋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

518-522-0 (精裝)  

1.良友圖書公司 2.出版業  820.9  

戰時動員與方言詩運動的關係研究 / 

胡余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94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四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

986-518-526-8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方言 3.詩歌  820.9  

北宋詠史詩的亂世人物書寫 / 謝定

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4 公

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十輯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540-4 (精

裝)  

1.宋詩 2.詠史詩 3.詩評  820.9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研究 / 楊良

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古典

詩歌研究彙刊 . 第三十輯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541-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542-8 (下

冊:精裝)  

1.(宋)胡仔 2.學術思想 3.詩話 4.詩評  

820.91  

漢唐間南北詩人對地域意象的不同

形塑 : 以<<樂府詩集>>爲中心 / 潘鈴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9 .-- 216 面; 24 公

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十輯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539-8 (精

裝)  

1.樂府 2.詩評  820.91  

庭院深深 : 最美的宋詞英譯新詮 / 許

淵沖英譯 ; 吳俁陽賞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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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310-073-2 (平裝) 

NT$380  

1.宋詞 2.詞論  823.886  

中國古典小說選讀 : 四大奇書 / 曾世

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8-0 (平裝) 

NT$300  

1.三國演義 2.水滸傳 3.西遊記 4.金

瓶梅 5.文學評論  827.2  

中國文學總集 

桃李春風一杯酒 : 歷代懷人友情詩 / 

周元白, 林庭安編選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320 面; 15 公分 .-- (人人讀經

典系列 ; 28) .-- ISBN 978-986-461-255-

0 (精裝) NT$250  

 831  

春江潮水連海平 : 別選唐詩三百首

(賞析版) / 羅宗濤選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544 面; 21 公分 .-- (人人讀經

典系列 ; 29) .-- ISBN 978-986-461-258-

1 (平裝) NT$500  

 831.4  

全球華人網路詩選. 2020 / 劉正偉, 林

廣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甘露道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7 .-- 304 面; 21 公

分 .-- (甘露道詩叢 ; 1) .-- ISBN 978-

957-97899-6-7 (平裝) NT$350  

 831.8  

十五志學. 進階篇 : 教育部核心古文

17 篇 / 陳美儒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9-

1982-0 (平裝) NT$360  

 835  

大學國文好好用 / 逢甲大學國語文

教學中心主編 .-- 七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68 面; 23 公分 .-- 合併暨修訂版 .-- 

ISBN 978-626-317-038-4 ( 平 裝 )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生命教育篇 / 孫永忠主

編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75-7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科技與人文 / 孫永忠主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78-8 (平裝) 

NT$2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文閱讀與表達 : 多元文化的交響 / 

王淳美, 羅夏美, 蔡蕙如, 施寬文, 呂

昇陽編著 ; 王淳美主編 .-- 六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47-6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青春版大學國語文 / 何修仁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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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26-111-5 ( 平 裝 ) 

NT$28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青春學分 悅讀國文 : 新大學國文精

選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委員會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58-2 ( 平 裝 ) 

NT$42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國文 / 田啟文, 吳慧貞, 三民國文編輯

小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266-9 (第 3

冊: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越界悅讀 / 明志科技大學寫團隊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4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057-5 ( 平 裝 ) 

NT$5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閱讀.樂讀 / 周志川, 卓美惠, 邵曼珣, 

陳美琪, 葉錦霞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108-5 (平裝) NT$25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閱讀策略神文本 : 敘事力之即戰祕

訣 / 向鴻全, 吳碩禹, 李姿儀, 李宜涯, 

林淑瑩, 周文鵬, 柳玉芬, 梁竣瓘, 陳

正婷, 陳康芬, 曾陽晴, 戴子平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976-4 ( 平 裝 )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觀想采風 : 大學國文新編 / 王韻如, 

余寶貝, 邱秀春, 胡蘭芳, 陳昭利, 陳

素華, 彭珊珊, 黃麗香, 黃麗華, 賴玉

樹, 簡淑慧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267-

6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愛吾廬文鈔」釋譯 / (清)呂世宜原

著 ; 李仕德釋譯 .-- 初版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1007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8-14-9 (精

裝) NT$300  

 847.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日落維港 : 當代香港文學研究論集 = 

The sunset in Victoria Harbor : research 

essays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 鍾怡雯, 陳大為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 11007 .-- 274 面; 21 公分 .-- (亞太

人文研究叢書 ; 5) .-- ISBN 978-986-

6594-53-3 (平裝)  

1.香港文學 2.當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50.382  

马华作家文学语言研究 / 陈家骏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20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 302001) .-- 正體題名:

馬華作家文學語言研究 .-- ISBN 978-

986-478-487-5 (平裝)  

1.海外華文文學 2.修辭學 3.文學評

論 4.文集  850.92  

衣冠南渡 : 溫任平詩集 / 溫任平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248 面; 21 公分 .-

- (文學小說類  ; PG2616)(秀詩人  ; 

87)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955-7 (平裝) NT$300  

 851  

一夜驟雪 / 彗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20-

0 (平裝) NT$220  

 851.487  

十八癲悟 / 梁君堯文.插圖.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正好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042-3-8 ( 平 裝 ) 

NT$480  

 851.487  

本行. 1 / 張敦智, 陳建成, 林運鴻, 趙

偉丞, 詹傑, 魏明毅, 尹懷慈, 林孟寰, 

陳栢青, 吳曜愷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07 .-- 292

面; 23 公分 .-- (劇作集成) .-- ISBN 

978-986-06588-4-2 (平裝) NT$300  

1.舞臺劇 2.戲劇劇本 3.劇評  854.6  

我偏要坐在你身旁  / 鄭執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6-01-

4 (平裝) NT$280  

 855  

背影 / 朱自清文 ; 克拉迪奧圖 .-- 四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60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5576-36-3 ( 精 裝 ) 

NT$350  

 855  

惘然記 / 張愛玲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1 公分 .-- (張愛玲典藏 ; 12) .-- 

ISBN 978-957-33-3777-5 (平裝)  

 855  

最後一次用力擁抱,然後轉身遠行 / 

閆曉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89-9 (平裝) NT$350  

 855  

博揚古籍選. 文教篇 : 雲鴻軒尺牘(上

下卷)(上海鴻寶齋書局) / 楊蓮福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7 .-- 80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43-3 

(平裝) NT$500  

 856.27  

博揚古籍選. 文教篇 : 廣註秋水軒尺

牘(民國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 / 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7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

42-6 (平裝) NT$500  

 856.27  

避疫書信選 : 從抱月樓到潛學齋 / 李

保陽、孫康宜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520 面; 23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509)(秀文學 ; 41) .-- BOD 版 .-

- ISBN 978-986-326-951-9 ( 精 裝 ) 

NT$990  

 856.286  

寫給蕭若元的香港家書 : 2021 集體

回憶 = Letter to Hong Kong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蕭若元, 11007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0-

3 (平裝) NT$468  

 85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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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海拾贝 / 陈宗厚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007 .-- 379 面; 

25 公分 .-- 正體題名:聯海拾貝  .-- 

ISBN 978-986-06030-9-5 ( 平 裝 ) 

NT$600  

1.對聯  856.6  

春聯趣賞 / 阮清助著 .-- 初版 .-- [苗栗

縣苑裡鎮] : 阮清助, 11007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135-6 (平

裝) NT$750  

1.春聯  856.6  

霧 / 張一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46-0 (平

裝) NT$250  

 857.63  

一品仵作 / 鳳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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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010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37-8 (第 11 冊:平裝)  

 857.7  

小女官大主意 / 林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 冊 .-- (文創風 ; 982-984) .-- ISBN 978-

986-509-239-9 (第 1 冊:平裝) NT$260 .-

- ISBN 978-986-509-240-5 (第 2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241-

2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子夜十 / 顏涼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9 .-- 冊 .-- (PS ; P290-

P297) .-- ISBN 978-986-494-290-9 (第 1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291-6 (第 2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92-3 (第 3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93-0 (第

4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294-7 (第 5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95-4 (第 6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96-1 (第

7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297-8 (第 8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98-5 (全套:平裝) 

NT$2640  

 857.7  

山野藏貴妻 / 棠小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38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08701) .-- ISBN 978-986-527-259-3 

(平裝) NT$320  

 857.7  

不負 / 一個精神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56) .-- ISBN 978-986-505-203-4 (平

裝) NT$280  

 857.7  

吃貨馴夫指南 / 七寶珠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

986-509-234-4 (第 1 冊:平裝) NT$260 .-

- ISBN 978-986-509-235-1 (第 2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236-

8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朱顏 / 滄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4-755-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4-756-0 (第 2 冊:

平裝)  

 857.7  

我在未來等你 / 劉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10-85-5 (平裝) NT$350  

 857.7  

我喜歡你男朋友很久了 / 醬子貝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9 .-

- 384 面; 21 公分 .-- (PS ; P302) .-- ISBN 

978-986-494-286-2 (平裝) NT$330  

 857.7  

沉睡時光裡的愛  / 木小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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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201-9 (平裝) NT$320  

 857.7  

飛鷗不下 / 回南雀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550-34-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50-35-6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50-36-3 (全

套:平裝)  

 857.7  

娘子是祥瑞 / 青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冊 .-

- (藍海系列  ; E108801-E108803) .-- 

ISBN 978-986-527-254-8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255-5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256-2 (卷 3:平裝) NT$270  

 857.7  

修真界最後一條龍 / 拉棉花糖的兔

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9 .-- 384 面 ; 21 公分  .-- (PS ; 

P283) .-- ISBN 978-986-494-285-5 (平

裝) NT$330  

 857.7  

起跑線 / 文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2-05-1 (平

裝) NT$280  

 857.7  

都市無雙醫神 / 九頭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1-178-

3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179-0 (第 2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11-180-6 (第 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181-

3 (第 4 冊:平裝) NT$180  

 857.7  

喬家的兒女 / 未夕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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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06-195-1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06-196-8 (下冊:平裝) .-

- ISBN 978-986-506-197-5 (全套:平裝)  

 857.7  

喜嫁農門 / 淺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36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09001) .-- 

ISBN 978-986-527-265-4 ( 平 裝 ) 

NT$300  

 857.7  

傷疤 / 九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

向有限公司, 11007 .-- 冊 .-- (架空之

都 )(米國度書系  ; B0059-B0060) .-- 

ISBN 978-986-505-205-8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5-206-5 (下

冊:平裝) NT$280  

 857.7  

嬌花落寒門 / 甘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冊 .-

- (藍海系列  ; E109101-E109105) .-- 

ISBN 978-986-527-260-9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261-6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262-3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27-263-0 (卷 4:平裝) NT$270 .-- 



73 

 

ISBN 978-986-527-264-7 (卷 5:平裝) 

NT$270  

 857.7  

龍骨焚箱 / 尾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 11009 .-- 冊  .-- (詭讀  ; 

G063-G067) .-- ISBN 978-957-787-342-

2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7-343-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957-787-344-6 (第 3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45-

3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7-346-0 (第 5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957-787-347-7 (全套:平裝) 

NT$1400  

 857.7  

贅婿是皇帝 / 賜寶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冊 .-

- (藍海系列  ; E108901-E108902) .-- 

ISBN 978-986-527-257-9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258-6 (下

冊:平裝) NT$270  

 857.7  

繼室逆轉勝 / 茶三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 冊 .-- (文創風 ; 980-981) .-- ISBN 978-

986-509-237-5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238-2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一怒拔劍 / 溫瑞安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說英雄.誰是英雄系

列) .-- ISBN 978-626-7025-03-1 (上冊:

平裝) NT$290 .-- ISBN 978-626-7025-

04-8 (下冊:平裝) NT$290  

 857.9  

捕神榜 / 幻十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5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8-16-

3 (平裝) NT$500  

 857.9  

兒童文學 

口袋神探. 4, 漫畫家失約之謎 / 凱叔

作 ;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口袋神

探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

502-6 (平裝) NT$300  

 859.6  

作曲鬼之願 / 阿毛, KIN 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120 面; 23 公分 .-- (靈異小偵探 ; 3) .-

- ISBN 978-986-5588-35-9 (平裝)  

 859.6  

童話夢工場 : 南瓜公主 Halloween / 耿

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192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場 ; 9) .-- 

ISBN 978-957-521-501-9 ( 平 裝 ) 

NT$250  

 859.6  

字然課. 2 / 謝小未童詩 ; 潘心屏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明日工作室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56 面; 24X25 公

分 .-- (StarQ 親子 ; 11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90-739-9 (精裝)  

 859.8  

花貓帽 / 李紫蓉等文 ; 何耘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 

11008 .-- 32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61-656-8 ( 精 裝 ) 

NT$280  

 859.8  

學校這個大怪獸 / 范宸瑄著 ; 許青峰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 11008 .-- 48 面; 23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630-

9-9 (精裝)  

 859.9  

東方文學 

战后日本文学的侵华叙事研究 / 马

英萍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1008 .-- 

500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戰後日

本文學的侵華敘事研究 .-- ISBN 978-

986-06560-6-0 (平裝) NT$550  

1.日本文學 2.文學評論  861.2  

TRPG 玩家在異世界打造最強角色 : 

獻給亨德森的福音 / Schuld 作 ; 林其

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1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03-736-6 (第 2 冊:

平裝)  

 861.57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 岬鷺宮作 ;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96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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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24-761-4 (第 6 冊:平裝)  

 861.57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626-303-717-

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03-

718-2 (第 4 冊:平裝限定版)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

稱圖書委員. IX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

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368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63 種)(mild ; 

39) .-- ISBN 978-957-33-3765-2 (平裝) 

NT$299  

 861.57  

木天蓼鎮的貓日和 / 田丸雅智著 ; 黃

毓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9273-

8 (平裝) NT$360  

 861.57  

少年陰陽師. 54, 沉滯之殿 / 結城光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 (少年陰陽師 ; 54) .-- ISBN 978-957-

33-3778-2 (平裝)  

 861.57  

犬神家一族 / 橫溝正史著 ; 吳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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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84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18) .-

- 經典回歸版 .-- ISBN 978-986-5580-

84-1 (平裝) NT$400  

 861.57  

反蘇格拉底 / 伊坂幸太郎著 ; 鄭曉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9 .-- 320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4966 種)(大賞 ; 129) .-

- ISBN 978-957-33-3776-8 (平裝)  

 861.5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 / 千月さかき作 ;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76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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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757-7 (第 9 冊:平裝)  

 861.57  

加速世界. 25, 末日巨神 / 川原礫作 ;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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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24-767-6 (平裝)  

 861.57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 

貓又ぬこ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10 .-- 2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30-4 (第 6 冊:平裝)  

 861.57  

冰冷的轉學生 / 北山猛邦著 ; 徐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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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32 面; 

21 公分 .-- (NIL ; 37) .-- ISBN 978-986-

5580-87-2 (平裝) NT$280  

 861.57  

同姓同名 / 下村敦史作 ; 葉廷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10 .-- 416 面; 21 公分 .-- 

(小說緣廊 ; 22) .-- ISBN 978-986-175-

629-5 (平裝) NT$400  

 861.57  

艾梅洛閣下 II 世事件簿 / 三田誠原

作 ;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冊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758-4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759-1 (第 10 冊:平

裝)  

 861.57  

米澤穗信與古籍研究社 / 米澤穗信

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

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82-7 (平裝) NT$280  

 861.57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 長岡マ

キ子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30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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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 (第 1 冊:平裝)  

 861.57  

我摯愛的夫君大人 / 野原滋作 ; Q 太

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bloom series novels) .-

- ISBN 978-986-524-780-5 (平裝)  

 861.57  

花嵐的血族 / 夜光花作 ; 王美娟譯 .-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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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4-6 (平裝)  

 861.57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5, 鋼之墳

墓 / 細音啟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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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0 (平裝)  

 861.57  

拜託了!數學先生. 3, 畢業前夕的戀

愛不等式 / 向井湘吾著 ; 張鈞堯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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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8 面; 21 公

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99) .-- ISBN 

978-626-310-078-7 (平裝) NT$320  

 861.57  

既然世界變成怪物橫行 那只好隨心

所欲生活下去 / よつしやあつ!作 ;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626-303-728-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03-729-8 (第 2 冊:平裝

限定版)  

 861.57  

烈火的血族 / 夜光花作 ; 王美娟譯 .-

-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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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2-2 (平裝)  

 861.57  

夏目漱石中短篇選集 / 夏目漱石著 ; 

陳柏瑤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1 公

分 .-- (典藏經典 ; 137) .-- ISBN 978-

986-178-556-1 (平裝) NT$280  

 861.57  

神祇飼育 : 純白神祇之戀 / 沙野風結

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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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27-9 (平

裝)  

 861.57  

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 / 住野夜

作 ; 黃涓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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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3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46-0 (平裝)  

 861.57  

被百合夾擊的女子有罪嗎? / みかみ

てれん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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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986-524-769-0 (第

1 冊:平裝)  

 861.57  

疵物之戀 / 沙野風結子作 ; 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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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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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32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754-6 (第 9 冊:平裝)  

 861.57  

偵探已經,死了。 / 二語十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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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21-7 (第 3 冊:平裝)  

 861.57  

斜陽 / 太宰治著 ; 高詹燦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017-2 ( 平 裝 ) 

NT$280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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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熱愛的算式 / 小川洋子著 ; 王蘊

潔譯 .-- 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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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小川洋子作品集 ; 3X) .-- 

ISBN 978-626-310-077-0 ( 平 裝 ) 

NT$300  

 861.57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

為鄉下的衛兵 / 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 

呂郁青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626-303-725-0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03-726-7 (第 4 冊:

平裝限定版)  

 861.57  

對岸 / 安田夏菜著 ; 緋華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264 面; 21 公分 .-- (青

青) .-- ISBN 978-957-14-7265-2 (平裝)  

 861.5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 逆井卓馬作 ; 一

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68-3 (第 2 冊:

平裝)  

 861.57  

篠宮神社系列. 1, 我再也進不了山裡

的故事 / 夜行列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1009 .-- 384 面; 21 公

分 .-- (詭讀 ; G068) .-- ISBN 978-957-

787-341-5 (平裝) NT$350  

 861.57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

世界了 / あし作 ; 某 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23-6 (第 3 冊:平裝)  

 861.5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 山口悟作 ; 霖之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626-

303-721-2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03-722-9 (第 10 冊:平裝限定版)  

 861.57  

*羅生門 : 人性本相的地獄書寫,芥川

龍之介經典小說集 / 芥川龍之介著 ; 

林皎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

版 , 遠足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008 .-- 310 面; 21 公分 .-- 典藏紀念

版 .-- ISBN 978-986-0741-38-4 (平裝) 

NT$360  

 861.57  

警官之血 / 佐佐木讓著 ; 李漢庭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4-016-5 ( 全 套 : 平 裝 ) 

NT$700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10 .-- 冊 .-- ISBN 978-626-

303-719-9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03-720-5 (第 14 冊:平裝限定版)  

 861.57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 從今天

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 甘岸久弥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4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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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24-762-1 (第 3 冊:平裝)  

 861.57  

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是不是

太超過了? / 神里大和作 ; 陳士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009 .-- 2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760-7 (第 4 冊:平裝)  

 861.57  

即將永別的異世界、仍將來臨的明

天. 1, 旅行的畫筆及後背包 30 / 風見

鶏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13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27-4 (平裝)  

 861.59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9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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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6 (第 4 冊:平裝)  

 861.59  

傲嬌反派千金莉潔洛特與實況主遠

藤同學及解說員小林同學 / 恵ノ島

すず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24-3 (第 1 冊:平裝)  

 861.59  

來登那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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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56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13)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82-7 (平裝) NT$100  

 861.596  

星星遊樂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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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64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19)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84-1 (平裝) NT$100  

 861.596  

國王的孩子們 / 三浦太郎作 ; 邱瓊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8 公

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119) .-- ISBN 

978-986-5566-85-2 (精裝)  

 861.596  

鹿與漢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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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64 面 ;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童書  ; 

16)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83-4 (平裝) NT$100  

 861.596  

跳箱要午休 / 村上詩子作 ; 長谷川義

史繪 ; 海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17-5 (平裝) NT$230  

 861.596  

錯覺偵探團. 3, 謎樣的影子 / 藤江純

作 ; 吉竹伸介繪 ; 林佩瑾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10 .-- 256 面; 21 公分 .-- (童心

園 ; 146) .-- ISBN 978-986-507-496-8 

(平裝) NT$300  

 861.596  

10 個人快樂的搬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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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60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62-

710-0 (精裝) NT$300  

 861.599  

大家怎麼又來了! / 大村知子文.圖 ; 

黃惠綺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66-3 (精裝) NT$280  



76 

 

 861.599  

大排長龍的爺爺義大利麵店 / 福澤

由美子文.圖 ;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73-2 (精裝) NT$149  

 861.599  

吱吱嘎嘎猜拳大對決 / 大森裕子文.

圖 ; 陳瀅如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008 .-- 40 面; 

23X23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24) .-- 

ISBN 978-986-06451-1-8 ( 精 裝 ) 

NT$280  

 861.599  

奇奇怪怪真奇怪 / 岩井俊雄文.圖 ; 周

佩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66-87-6 (精裝) 

NT$350  

 861.599  

野貓軍團吃蛋糕 / 工藤紀子作 ; 黃惠

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410-6 (精裝) NT$300  

 861.599  

燕 子 航 空  = Swallow air lines / 

MOTOYASU KEIJI 作.繪 ;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18 面; 21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495-4-5 (精

裝) NT$290  

 861.599  

150cm Life. 2 / 高木直子圖.文 ; 常純

敏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19 公分 .-- 

(Titan ; 138) .-- ISBN 978-986-179-682-

6 (平裝贈品版) NT$380  

 861.6  

我超想要那個 / 吉竹伸介作 ; 詹慕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15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658-618-7 (平裝)  

 861.6  

少年名叫吉爾伯特  / 竹宮惠子作 ; 

Miy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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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010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

036-1 (平裝)  

 861.67  

離人 / 太宰治作 ; 劉子倩譯 .-- 四版 .-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41-43-8 (平裝) 

NT$360  

 861.67  

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去找你 / 李到禹

著 ;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

暖 書 屋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685-1-3 (平裝) NT$380  

 862.57  

「花生」什麼事!? / 尹智會文.圖 ; 黃

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44 面; 26 公

分 .-- (迷繪本 ; 89)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00-2 (精裝) NT$350  

 862.599  

今天也謝謝你 / 尹汝林文 ; 李美靜圖 ;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0-36-1 (精

裝)  

 862.599  

手指玩遊戲 / round ground 作.繪 ; 葉

雨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411-3 (精裝) NT$280  

 862.599  

天啊!這一定要買 / 李炫珍文.圖 ; 黃

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10 .-- 52 面; 30 公

分 .-- (迷繪本 ; 9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03-3 (精裝) NT$350  

 862.599  

愛上名為「自己」的風景 / 李秉律

文字.攝影 ;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

光 ; 47) .-- ISBN 978-986-0795-33-2 (平

裝) NT$360  

 862.6  

先知 / 卡里爾.紀伯倫(Kahlil Gibran)

著 ; 周賓凰譯註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72-3-

7 (平裝) NT$350  

 865.751  

A tale of thousand stars 千星傳說  / 

Bacteri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

出版, 11009 .-- 冊 .-- (MM ; MM025-

MM026) .-- ISBN 978-986-494-287-9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

494-288-6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289-3 (全套:平裝) 

NT$700  

 868.257  

奶與茶的一次偶然 / 蘇榮超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21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秀詩人 ; 8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960-1 (平裝) 

NT$250  

 868.651  

我的美術系少年 / 馬尼尼為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 

11008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863-0-2 (平裝) NT$380  

 868.755  

藥師偵探事件簿 : 請保持社交的距

離 / 牛小流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要

有光, 11009 .-- 262 面; 21 公分 .-- (要

推理 ; 87) .-- BOD 版 .-- ISBN 978-986-

6992-86-5 (平裝) NT$320  

 868.757  

臺灣文學 

土地的詩意想像 : 時空流轉中的人、

地方與空間 / 劉秀美著 .-- 臺北市 : 青

木元有限公司, 11008 .-- 24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62-0-2 (平裝) 

NT$36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63.07  

異口同「聲」 : 探索臺灣現代文學

創作的多元發展 / 德國特里爾大學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85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516)(文學視

界 ; 133) .-- BOD 版 .-- ISBN 978-986-

326-959-5 (平裝) NT$550  

1.臺灣文學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4.文集  863.07  

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 : 從日治

到當代 / 林姵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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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64 面; 21 公

分 .-- (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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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ISBN 978-986-350-474-0 (平裝) 

NT$65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女性 4.族

群 5.文集  863.207  

詭祕客. 2021 = Crimystery. 2021 / 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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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8-4 (平

裝)  

1.臺灣小說 2.推理小說 3.文學評論  

863.27  

心手集 : 學生作品精選. 肆 / 正修學

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 高雄

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 11007 .-- 397

面; 30 公分 .-- 110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 T1-1:扎根多元基礎學習-

文史科 .-- ISBN 978-986-06945-0-5 (平

裝)  

 863.3  

文雨飛陽 : 蘭陽青年文學獎.鄉土書

寫獎作品集. 2021 第二十屆 / 徐惠隆

主編 .-- 宜蘭縣冬山鄉 : 宜蘭縣文藝

作家協會, 11008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5003-6-4 ( 平 裝 ) 

NT$200  

 863.3  

文學點子 :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

作與實務精選輯 / 王祥穎, 江江明, 李

艷梅, 高知遠, 陳章錫, 廖秀芬, 南華

大學文學系學生(106 級-109 級)著 .-- 

初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文

學系, 110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0-5 (平裝)  

 863.3  

*我台北,我街道 / 胡晴舫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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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010-3 (平裝) 

NT$360  

 863.3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三屆 : 嗚

籥集 / 王光正主編 .-- 桃園市 : 長庚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0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65-2-4 (平

裝)  

 863.3  

東華奇萊文學獎作品集. 第 21 屆 = Qi 

lai literature award / 吳冠宏總編輯 .-- 

花蓮縣壽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 11008 .-- 31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532-1-2 (平裝)  

 863.3  

經典承曦  : 北商大文學獎作品集 . 

2021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8 .-- 4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39-117-3 (平裝)  

 863.3  

輔仁大學野聲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 , 

110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8430-2-8 (平裝)  

 863.3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21 

/ 乜寇.索克魯曼, 王永成, 王興寶, 多

馬斯, 向陽, 呂美親, 里慕伊.阿紀, 邱

一帆, 張典婉, 陳龍廷, 陳豐惠, 黃明

峯, 黃秋枝, 傅裕惠, 黃璽, 路寒袖, 廖

育辰, 魯亮.諾命, 劉慧真, 潘鎮宇, 簡

齊儒, 羅秀玲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007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365-3 (平裝) 

NT$200  

 863.3  

鐵皮屋裡的螢火蟲 : 台灣推理作家

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第十九屆 / 王稼

駿, 冒業, 何其美, 懶神作 ; 陳瑠琍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4-6-5 (平裝) 

NT$300  

 863.3  

向具象與抽象航行 : 楊牧文學論輯 / 

許又方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007 .-- 4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66-4 (平

裝) NT$600  

1.楊牧 2.臺灣文學 3.文學評論  

863.4  

小丑集 / 傅曼殊原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明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10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267-3-0 (平裝) NT$200  

 863.51  

今天也沒有了 / 小令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359-88-0 (平裝) NT$280  

 863.51  

甘薯史記 : 陳福成超時空傳奇長詩

劇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史哲出版社, 11008 .-- 226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39) .-- ISBN 978-

986-314-564-6 (平裝) NT$320  

 863.51  

好牛.好年.好運 : 林煥彰詩畫集 / 林

煥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9 .-- 220 面; 26 公分 .-- (閱讀大

師 ; 47)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514-0 (平裝) NT$380  

 863.51  

在飛的有蒼蠅跟神明 / 小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359-89-7 (平裝) NT$280  

 863.51  

*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  / 鄭琬融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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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009-7 (平

裝) NT$350  

 863.51  

居服員對白 : 王亞茹詩集 / 王亞茹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008 .-- 124 面; 21 公分 .-- (含笑詩

叢 ; 18)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508-9 (平裝) NT$200  

 863.51  

青春倒影 / 許寶來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出版社, 11008 .-- 3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68-2 (平裝) 

NT$350  

 863.51  

花園集 / 傅曼殊原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明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10 .-

- 1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267-4-7 (平裝) NT$200  

 863.51  

春秋文集 / 陳履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陳蓉萱, 11007 .-- 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3-9096-0 (平裝)  

 863.51  

紅塵如歌 / 楊塵攝影.文 .-- 初版 .--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 楊 塵 文 創 工 作 室 , 

11010 .-- 240 面; 23 公分 .-- (楊塵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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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1) .-- ISBN 978-986-99273-6-9 (精

裝) NT$450  

 863.51  

病毒無公休 : 陳秀珍詩集 / 陳秀珍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008 .-- 220 面; 21 公分 .-- (含笑詩

叢 ; 17)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509-6 (平裝) NT$330  

 863.51  

哲學、愛情和微不足道的真實 / 王

鴻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1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620)(吹

鼓吹詩人叢書  ; 4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953-3 ( 平 裝 ) 

NT$280  

 863.51  

莽原烈火 / 楊塵攝影.文 .-- 初版 .--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 楊 塵 文 創 工 作 室 , 

11009 .-- 210 面; 23 公分 .-- (楊塵詩

集 ; 2) .-- ISBN 978-986-99273-5-2 (精

裝) NT$400  

 863.51  

造夢者 : 吳岱穎絕版詩作精裝復刻 / 

吳岱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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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學 ; 320) .-

- ISBN 978-626-310-076-3 ( 精 裝 ) 

NT$450  

 863.51  

張慶麟詩畫全集  = Chang,Ching-Lin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paintings / 張詩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宏文館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35 面; 21 公

分 .-- (掌門文集 ; 50) .-- ISBN 978-986-

6501-51-7 (平裝) NT$300  

 863.51  

詩人大擺爛 / 蘇家立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22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636)(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 7) .-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957-1 

(平裝) NT$280  

 863.51  

愛人蒸他的睡眠  / 陳顥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9 .-- 176 面; 19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61) .-- ISBN 978-986-450-362-9 

(平裝) NT$280  

 863.51  

詩的樂章 / 楊鴻銘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007 .-- 26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38) .-- ISBN 

978-986-314-563-9 (平裝) NT$380  

 863.51  

暗戀 / 度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18-37-8 (平

裝) NT$200  

 863.51  

蓮花 : 吳文璋新詩集 / 吳文璋作 .-- 

[臺南市] : 智仁勇出版社, 11007 .-- 

137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85729-5-9 (平裝) NT$250  

 863.51  

學習如何當一個老公 / 許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009 .-

- 80 面 ; 17 公分  .-- ISBN 978-986-

06863-1-9 (平裝) NT$270  

 863.51  

濱 海 札 記  : 散 文 及 十 四 行 詩  = 

Seashore variegates : sonnet and sketches 

/ 安東尼.賴(Anthony Lai)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博 客 思 出 版 事 業 網 , 

11009 .-- 208 面; 21 公分 .-- (當代師大

系 ; 21)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0762-06-8 (精裝) NT$320  

 863.51  

蘭兮 / 陳妍蓉作 .-- [彰化縣和美鎮] : 

陳妍蓉出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總經銷, 11008 .-- 7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04-2 (精裝) 

NT$360  

 863.51  

攝影.詩. II : 從心出發,相由心生 / 曾

進發文字.影像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176 面; 22 公分 .-- (Hello 

design ; HD00059) .-- ISBN 978-957-13-

9245-5 (平裝) NT$350  

 863.51  

一半白 / 林依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 192 面; 21 公分 .-- (詩文之美 ; 122) .-

- ISBN 978-957-622-568-0 ( 平 裝 ) 

NT$300  

 863.55  

*平凡.非凡.愛 / 王受祿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王受祿, 11007 .-- 2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8-9 (平裝) 

NT$400  

 863.55  

北方海岸的漁村故事 / 廖鴻基, 杜秀

蓮, 許焜山, 吳伸惠, 杜世寬, 沈得隆, 

林怡芳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出

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007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11-2-5 (平裝) NT$300  

 863.55  

台灣的感情線 / 蔡增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灣合商貿創意文化有限公

司, 11007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55-0-3 (平裝) NT$300  

 863.55  

老是這樣 / 吳東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6-0976-8 (平裝) NT$220  

 863.55  

在留白城市散步 : 一個規劃者的都

市漫遊筆記 / 吳比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詹氏書局,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05-623-8 (平裝) 

NT$350  

 863.55  

肉蟻小姐說歷史邊緣人 / 肉蟻小姐

文字.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6) .-- ISBN 978-

986-137-338-6 (平裝) NT$399  

 863.55  

更好的生活 / 吳岱穎, 凌性傑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十週年紀念版 .-- ISBN 

978-957-08-5936-2 (平裝)  

 863.55  

走路.回家 : 小野寫給山海的生命之

歌 / 小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

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304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系列 ; 31) .-- 

ISBN 978-626-7014-13-4 ( 平 裝 ) 

NT$360  

 863.55  

我想把你留在昨天 / 溫如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4959 種)(有時 ; 16) .-- ISBN 

978-957-33-3766-9 (平裝) NT$360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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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言狸語療癒我 : 大阿姨與小狐狸

的對話 / 官容鳳(大阿姨), 小狐狸作 ; 

彭柏勳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木蘭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65-2-7 (平裝) 

NT$1280  

 863.55  

俗女日常 / 江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288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 .-

- ISBN 978-957-13-9268-4 ( 平 裝 ) 

NT$380  

 863.55  

思念的長河 / 三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62 種)(三毛典藏 ; 11) .-- ISBN 978-

957-33-3779-9 (平裝)  

 863.55  

重翻照相簿子 / 陳輝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271 面; 21 公分 .-- (生活

美學 ; 8) .-- ISBN 978-986-06318-8-3 

(精裝) NT$580  

 863.55  

消失的旅行 : 發現旅行的 101 種方法 

=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 101 ways 

of traveling / 莊坤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發現台灣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

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8 .-- 336 面; 21 公分 .-- (發現台灣. 

旅行愛閱系列  ; DT001)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06866-0-9 (平裝) 

NT$480  

 863.55  

時光流逝 / 倪小恩, 澤北, 君靈鈴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007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75-43-4 (平裝)  

 863.55  

迷戀與真愛 / 君靈鈴, 風見喬, 安塔

Anta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5-45-8 (平裝)  

 863.55  

球場趣聞 / 金竟仔, 嘉安, 列當度, 戴

沙夫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44-1 (平裝) 

NT$450  

 863.55  

寂寞作為一種迷人的慢性病 / 趙又

萱(Abby Chao)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64-

0 (平裝) NT$350  

 863.55  

童年 / 羅大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128 面; 21 公分 .-- (繽紛 ; 

52) .-- ISBN 978-986-323-400-5 (精裝) 

NT$720  

 863.55  

解不開的鎖鏈 / 風見喬, 曼殊, DJ 之

神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48-9 (平裝) 

NT$230  

 863.55  

愛在深秋 / 曼殊, 藍色水銀, 李維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9 .-- 12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27-9 ( 平 裝 ) 

NT$280  

 863.55  

對無限的鄉愁 / 吳俞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009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63-2-

6 (平裝) NT$325  

 863.55  

稻浪嘉南平原 : 拙耕園瑣記系列. 肆 

/ 陳添壽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1-

311-0 (平裝) NT$300  

 863.55  

親愛的 6c 精神科書寫 / 周牛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5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513-3 (平裝) 

NT$360  

 863.55  

霧封北橫 / 李安德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18-32-3 (平裝) NT$250  

 863.55  

櫻 / 鄭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99-8 (平裝) NT$300  

 863.55  

M 的佈局 / 許華珊, 林俊翰, 雷竣宇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山中猴子創意

行銷有限公司, 11009 .-- 294 面; 19 公

分 .-- (小說謎) .-- ISBN 978-986-06852-

2-0 (平裝) NT$500  

 863.57  

一向霸道 / 明星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

775-1 (平裝)  

 863.57  

父皇,萬睡萬萬睡 / 羽宸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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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30-9 (平裝)  

 863.57  

夫綱不容挑釁 / 金晶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7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08-80-7 (平裝) NT$190  

 863.57  

心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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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

032-3 (平裝)  

 863.57  

玄靈的天平 : 白虎宿主與被詛咒的

靈巫 / 秀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009 .-- 300 面; 21 公分 .-- (釀

奇幻 ; 60)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507-2 (平裝) NT$360  

 863.57  

地底三萬呎 / 朱少麟著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9 .-- 384 面; 21 公分 .-- (朱少麟作

品集 ; 6) .-- ISBN 978-986-450-361-2 

(平裝) NT$400  

 863.57  

如果櫻花盛開 / 築允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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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7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68-0-7 (平裝) NT$280  

 863.57  

羽球場的亡靈 / 林斯諺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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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794-7-2 (平裝) NT$300  

 863.57  

艾爾摩沙的瑪利亞 / 曹銘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336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 ; 330) .-- ISBN 978-957-

13-9310-0 (平裝) NT$420  

 863.57  

年獸來襲請注意! / 緒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

系 ; B0058) .-- ISBN 978-986-505-202-7 

(平裝) NT$280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008 .-- 28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87-) .-- ISBN 

978-986-06010-3-9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50  

 863.57  

我在半途遺失了你 / 奇斐 Kyphi 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這樣影業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877-0-5 (平裝) NT$280  

 863.57  

我的大理寺 CSI 手扎 / 蔡小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008 .-- 冊  .-- (珍愛晶鑽  ; 

271) .-- ISBN 978-986-335-691-2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335-692-9 (下

冊:平裝)  

 863.57  

我想告訴你 / 葉櫻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75-47-2 (平裝) NT$240  

 863.57  

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 / 蔡

孟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

版社, 110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0-9-1 (平裝) NT$300  

 863.57  

赤瞳者. 3, 宿主 / 晨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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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589-9-6 (平裝) NT$300  

 863.57  

虎妻不好拐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

78-4 (平裝) NT$190  

 863.57  

阿嬤的雙手 / 洪國賓著 .-- 高雄市 : 洪

國賓,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37-0 (平裝) NT$288  

 863.57  

空繭 / 游善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8 .-- 294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90) .-- BOD 版 .-- ISBN 978-

986-6992-89-6 (平裝) NT$360  

 863.57  

哄妻上床那一招 / 唐梨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81-4 (平裝) NT$190  

 863.57  

思念總在分手後 / 宛若花開, 安塔, 澤

北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0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39-7 (平裝) 

NT$230  

 863.57  

姨娘要翻身 / 宇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09201) .-

- ISBN 978-986-527-266-1 ( 平 裝 ) 

NT$270  

 863.57  

南島愛情故事 / 瑪西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009 .-- 280 面; 21 公

分 .-- (釀小說 ; 11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515-7 ( 平 裝 ) 

NT$360  

 863.57  

食鬼篇 : 最末上班日. II / 六色羽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

公司, 110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42-7 (平裝) NT$300  

 863.57  

追妻一夜花招百出  / 石秀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79-1 (平裝) NT$190  

 863.57  

倒風內海 / 王家祥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94-275-8 (平裝) NT$350  

 863.57  

特殊傳說. III / 護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

587-0 (第 3 冊:平裝) NT$270  

 863.57  

祕婚 / 倪淨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

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83-8 (平

裝) NT$190  

 863.57  

祝福的意思 : 等路台文版 / 洪明道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9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61) .-- ISBN 978-986-

450-360-5 (平裝) NT$300  

 863.57  

逃離紫禁城 / 董升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 冊 .-- ISBN 978-626-7018-35-4 (全套:

平裝) NT$600  

 863.57  

唯一無二 / 自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8 .-- 250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85) .-- BOD 版 .-- ISBN 978-

986-6992-87-2 (平裝) NT$300  

 863.57  

甜心有毒 / 瀝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36) .-- ISBN 978-

986-99224-9-4 (平裝) NT$320  

 863.57  

現在相愛時間正好  / 七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花園

系列 ; G2802) .-- ISBN 978-986-06072-

5-3 (平裝) NT$270  

 863.57  

被前夫逼上床 / 青微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7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08-82-1 (平裝) NT$190  

 863.57  

偽婚日記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84-

5 (平裝) NT$190  

 863.57  

甜得像顆糖 / 糖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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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83) .-

- ISBN 978-986-335-690-5 ( 平 裝 ) 

NT$250  

 863.57  

婚期不定 / 夜煒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0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77-

7 (平裝) NT$190  

 863.57  

您撥打給神的電話號碼是空號 / 徐

珮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6812-1-5 (平

裝) NT$380  

 863.57  

掌心寵 / 上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7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08601) .-- 

ISBN 978-986-527-253-1 ( 平 裝 ) 

NT$270  

 863.57  

黃昏市場 / 凌雲杉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 (釀文學 ; 254)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512-6 (平裝) NT$360  

 863.57  

黃春明小說研究  / 徐秀慧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人間出版社, 11010 .--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721-4-0 (平裝) NT$340  

1.黃春明 2.臺灣小說 3.文學評論  

863.57  

無線人生 / Beck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24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46) .-- 

ISBN 978-986-5497-81-1 ( 平 裝 ) 

NT$360  

 863.57  

愛上你,剛剛好 / 岳清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30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963-0-1 (平裝) NT$320  

 863.57  

愛上你的每個瞬間  / 恬緣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8 .-- 268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86)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88-9 (平裝) 

NT$320  

 863.57  

瑜伽練習者求生指南 / 張以昕 Phoebe 

Ch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72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96) .-- ISBN 

978-986-06823-1-1 (平裝) NT$350  

 863.57  

愛的奧特萊斯 / 冬彌, QIO 奇想事作 ; 

安竹間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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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6-018-7 (全套:平裝)  

 863.57  

傷風敗俗純愛史  / 李靡靡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Bloom 

series novels) .-- ISBN 978-986-524-753-

9 (第 2 冊:平裝)  

 863.57  

詭軼紀事. 貳, 中元萬鬼驚 / Div(另一

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19) .-- ISBN 978-

986-06792-1-2 (平裝) NT$340  

 863.57  

圖恩斯之謎 / 劉穎為, 林俊翰, 雷竣宇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山中猴子創意

行銷有限公司, 11009 .-- 236 面; 19 公

分 .-- (小說謎) .-- ISBN 978-986-06852-

0-6 (平裝) NT$500  

 863.57  

夢遊 / 薛西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166-

4 (平裝) NT$360  

 863.57  

誰在你後面! : 臺灣恐怖鬼故事 / 雪

原雪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1 公

分 .-- (鬼物語 ; 27) .-- ISBN 978-986-

453-152-3 (平裝) NT$250  

 863.57  

德吉洛魔法商店 : 獻祭羔羊的慘劇 / 

山梗菜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9 .-- 214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5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516-4 (平裝) NT$260  

 863.57  

劍邪求愛 / 莫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328 面; 

21 公分 .-- (文創風 ; 985)(洞房不寧 ; 

2) .-- ISBN 978-986-509-242-9 (平裝) 

NT$270  

 863.57  

憤怒集 / 中等常渡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0-182-1 (平裝) NT$350  

 863.57  

窮傷痕的束縛 / Chuckie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9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17-0 (平裝) NT$180  

 863.57  

燈塔水母 / 蕭辰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10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

系列 ; 24) .-- ISBN 978-986-507-498-2 

(平裝) NT$350  

 863.57  

懂妳、懂我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Neptune ; 

NLNE001) .-- ISBN 978-986-99792-7-6 

(平裝) NT$300  

 863.57  

謎闖妖境 / 許華珊, 林俊翰, 雷竣宇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山中猴子創意

行銷有限公司, 11009 .-- 306 面; 19 公

分 .-- (小說謎) .-- ISBN 978-986-06852-

1-3 (平裝) NT$500  

 863.57  

騂艣之末 = The doomsday of Xing Lu / 

本生燈著 .-- [新北市] : 凱薩 GLORY, 

110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940-0-0 (平裝)  

 863.57  

闖入的愛情 / 夏天晴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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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28-6 (平裝)  

 863.57  

轉學來的壞傢伙 / 緒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7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

系 ; B0057) .-- ISBN 978-986-505-204-1 

(平裝) NT$28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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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飯嬌醫 / 簡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09301) .-- 

ISBN 978-986-527-267-8 ( 平 裝 ) 

NT$310  

 863.57  

靈視筆記 / 米迦勒(Annie)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5-46-5 (平裝) NT$240  

 863.57  

三個傻瓜的籃球夢. 2 / 蕭逸清文 ; 森

本美術文化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5-

923-2 (平裝) NT$290  

 863.59  

月亮來的女兒前傳  : 玉環  / Mrs.Q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9 .-- 3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018-41-5 ( 平 裝 ) 

NT$380  

 863.59  

早安豆漿店 : 2021 年新版 / 林良著 ; 

薛慧瑩繪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國語日報社, 11010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51-877-4 (平裝) 

NT$300  

 863.59  

林良爺爺的 30 封信 / 林良著 ; 薛慧

瑩繪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

語日報社, 11010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51-876-7 ( 平 裝 ) 

NT$300  

 863.59  

*晴天傘 / 劉晏瑄, 陳葦凌合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劉晏瑄, 11007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134-

9 (平裝) NT$350  

 863.59  

會走路的人 / 林良著 ; 薛慧瑩繪 .-- 三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0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51-878-1 (平裝) NT$300  

 863.59  

彰化縣臺灣母語繪本製作比賽得獎

專輯. 109 學年度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政府, 11007 .-- 18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73-13-6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863.59  

小兒子. 3, 阿甯咕選班長 / 駱以軍原

作 ; 王文華改寫 ; 李小逸插畫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010 .-- 144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05-068-6 (平裝) 

NT$300  

 863.596  

火神的進擊 / 林世仁文 ; 吳雅怡(Asta 

Wu)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96 面; 21

公分 .-- (字的傳奇系列 ; 2)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064-8 (平裝) 

NT$300  

 863.596  

奇幻!真台灣 : 來聽台語 ê 囡仔古 / 章

世和故事 ; 林佾勳(Meganlin), Min 王

科閔繪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輕

鬆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10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06960-0-4 (精裝附光碟片) NT$1150  

 863.596  

果果森巴 / 香蕉哥哥原創 ; 妙蒜小農

故事 ; Mr.FF 薯條先生插畫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妙 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148-5-5 (第 1 集:精裝) .-- ISBN 

978-986-06148-6-2 (第 2 集:精裝) .-- 

ISBN 978-986-06148-7-9 (第 3 集:精

裝) .-- ISBN 978-986-06148-8-6 (全套:

精裝)  

 863.596  

狐狸與樹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38-413-7 (精裝) 

NT$300  

 863.596  

狐狸澡堂 / 亞平著 ; 黃雅玲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0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51-875-0 (第 5 冊:平裝) NT$280  

 863.596  

阿魯武士 / 荷莉文 ; 嚕嚕圖 .-- 二版 .-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008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

百匯. 第一輯 ; 15) .-- ISBN 978-986-

5581-17-6 (平裝) NT$230  

 863.596  

夏日鷺鷥林 / 李潼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192 面; 21 公分 .-- (華文原創. 

李潼精選 ; OF01N) .-- ISBN 978-986-

5566-86-9 (平裝) NT$300  

 863.596  

教室裡有鬼 : 副衛生股長是骯髒鬼? / 

李光福作 ;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15-1 ( 平 裝 ) 

NT$230  

 863.596  

猴子布納納 : 永夜奧佩拉 = Monkey 

Bunana : Opella, queen of night / 張瑞

竹著 .-- 臺北市 : 德月堂生活美學有

限公司, 11006 .-- 冊 .-- ISBN 978-986-

06848-0-3 ( 上 冊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986-06848-1-0 (下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986-06848-2-7 (全

套:平裝) NT$960  

 863.596  

預知願望舖 / 劉庭瑜文 ; 劉禹瑢圖 .-

- 新北市 : 劉庭瑜, 11009 .-- 25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20-

2 (精裝) NT$380  

 863.596  

營養午餐不公平? / 黃振裕作 ; 妤喵

喵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出版社, 

11008 .-- 80 面; 21 公分 .-- (Fun 樂讀 ; 

1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773-

0-0 (平裝) NT$200  

 863.596  

鷺鷥小白的明星夢 / 廖炳焜文 ; 任華

斌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8 .-- 96 面; 21 公分 .-- 

(故事百匯. 第一輯 ; 24) .-- ISBN 978-

986-5581-16-9 (平裝) NT$190  

 863.596  

爸爸的 16 封信 / 林良著 ; 薛慧瑩繪 .-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110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79-8 (平裝) NT$300  

 863.597  

文字森林海 / 林世仁詩 ; 唐唐圖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1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05-071-6 (精裝) NT$380  

 863.598  

注音練習 / 林儀文 ; 薛慧瑩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48 面; 26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30-687-8 (精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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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8  

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 / 林世仁詩 ; 

林小杯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5-067-9 (精

裝) NT$320  

 863.598  

小耳朵蘿蔔大賽 / 小石強納森, 湯婷

婷文 ; 小石強納森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32 面; 19X26 公分 .-- (小康

健 ; 9) .-- ISBN 978-986-06585-7-6 (平

裝) NT$360  

 863.599  

小玫瑰 = Those little roses / 慈懷基金

會文 ; 林韋達圖 .-- 宜蘭縣員山鄉 : 財

團法人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11009 .-

- 48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986-

06865-0-0 (精裝) NT$350  

 863.599  

小蘋果 / 許添盛口述.導讀.繪圖 ; 管

心執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36 面; 26 公

分 .-- (心靈繪本 ; 2) .-- ISBN 978-986-

0707-41-0 (精裝) NT$360  

 863.599  

反正都可以到嘛! / 張筱琦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36 面; 24X25 公分 .-

- (藍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32-9224-1 (精裝) NT$320  

 863.599  

心裡的柑甜 / 羅知禾文.圖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11008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01-09-7 (精

裝) NT$250  

 863.599  

奶奶的梨子園 / 廖沛林文.圖 .-- 臺中

市 :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110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

10-3 (精裝) NT$250  

 863.599  

布朗克上廁所  / 妙蒜小農故事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限

公司, 11008 .-- 36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148-9-3 (精

裝)  

 863.599  

我們都來自星星 / 郭乃華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郭乃華, 11009 .-- 4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43-9108-0 (精裝) NT$280  

 863.599  

怕就是不勇敢嗎? / Miryam, George

文 ; 劉彤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

蘋果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32 面; 

22X25 公分 .-- (典藏繪本閣)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7830-6-4 (精裝) 

NT$280  

 863.599  

柿子變變變 / 陳怡茹文.圖 .-- 初版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立 東 勢 幼 兒 園 , 

11008 .-- 5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7001-08-0 (精裝) NT$250  

 863.599  

紅毛丹樹 = Pokok rambutan / 曾詩琴

作繪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

活美學館, 11008 .-- 28 面; 21 公分 .-- 

中馬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32-356-1 (平裝)  

 863.599  

哇喔!全世界最棒的狗狗 / Miryam 文 ; 

江小 A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

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26 面; 25 公

分 .-- (典藏繪本閣系列 ; 021) .-- ISBN 

978-986-97830-5-7 (精裝) NT$290  

 863.599  

故鄉 = Quê Hương / 陳玉婷作.繪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11008 .-- 2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中越對照 .-- ISBN 978-986-532-354-7 

(平裝)  

 863.599  

深林森靈 = Môo-sîn-á / 柯情, 林品妤

作 ; 林品妤繪 .-- 初版 .-- 桃園市 : 林

品妤, 110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21-9 (精裝)  

 863.599  

滋味 / 黃雅君圖.文 .-- 初版 .-- 彰化縣

鹿港鎮 : 臺灣小鎮文化協會出版 : 小

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74-

2-3 (線裝) NT$400  

 863.599  

話.畫.看 心畫家 : 多元母語繪本創作

集.導讀本 / 吳姵萱企劃編輯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11008 .-- 32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986-532-363-9 (平裝)  

 863.599  

想家香 / 盧玉滿作.繪 .-- 初版 .-- 新竹

市 :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11008 .-- 

32 面; 21 公分 .-- 中緬對照; 注音版 .-

- ISBN 978-986-532-355-4 (平裝)  

 863.599  

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 林志興, 馬耀.

基朗, 希南.巴娜妲燕, 亞榮隆.撒可, 

奧威尼.卡露斯, 杜石鑾, 簡史朗, 巴蘇

亞.狄亞卡納, 潘秋榮, 里慕依.阿紀著 ; 

陳建年, 林順道, 席.傑勒吉藍, 見維巴

里, 伊誕.巴瓦瓦隆, 陳景生, 陳俊傑, 

阿伐伊.尤干伐那, 賴英澤, 瑁瑁.瑪邵

繪 ; 文魯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幸

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48-3-5 (上

冊:平裝) NT$530  

 863.859  

西洋文學 

<<荒原>>.艾略特詩的藝術 = “The 

waste land” and the poetic art of T. S. 

Eliot / 葉維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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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248 面; 21 公

分 .-- (現代主義文學論叢  ; 27) .-- 

ISBN 978-986-350-472-6 ( 平 裝 ) 

NT$390  

1.艾略特(Eliot, T. S.(Thomas Stearns), 

1888-1965) 2.學術思想 3.詩評  

873.51  

女孩、女人、其他人 : 12 位非裔女

性的掙扎、渴望、痛苦與愛情 / 柏

娜汀.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

著 ;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 464 面; 21 公分 .-- (Muses) .-- ISBN 

978-957-05-3353-8 (平裝) NT$490  

 873.57  

情義與愛情 : 亞瑟王朝的傳奇 / 蘇其

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60 面; 19 公

分 .-- (文明叢書) .-- ISBN 978-957-14-

7245-4 (平裝)  

 873.57  

喜鵲謀殺案 / 安東尼.赫洛維茲作 ; 趙

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17) .-- ISBN 

978-957-741-392-5 (平裝) NT$399  

 8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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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 /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 李

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4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753-1-3 (平裝) 

NT$420  

 873.57  

摯友 /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 

張定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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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496 面; 21 公分 .-- (勒卡雷作品集 ; 

19) .-- ISBN 978-626-314-008-0 (平裝) 

NT$520  

 873.57  

親愛的玫瑰金  / 史蒂芬妮 .羅貝爾

(Stephanie Wrobel)著 ; 蘇雅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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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 (臉譜小說選 ; FR6577) .-- ISBN 978-

626-315-006-5 (平裝) NT$400  

 873.57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四, 黑暗湧

動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

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10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09-53-6 (平裝) NT$250  

 873.596  

隱 形 的 孩 子  / 湯 姆 . 波 西 渥 (Tom 

Percival)文.圖 ; 柯倩華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784-45-9 (精裝) 

NT$320  

 873.596  

糟糕壞小孩  : 鬧哄哄  / 大衛 .威廉

(David Walliams)作 ;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 蔡心語譯 .-- 臺中市 : 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280 面; 20 公

分 .-- (蘋果文庫 ; 137) .-- ISBN 978-

626-7009-52-9 (平裝) NT$350  

 873.596  

皮皮與波西 : 小蝸牛 / 卡蜜拉.里德

(Camilla Reid)文 ; 阿克賽爾.薛弗勒

(Axel Scheffler)圖 ; 酪梨壽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40 面; 25X25 公分 .-- 

(iREAD) .-- ISBN 978-957-14-7247-8 

(平裝)  

 873.599  

世界上最美的聲音 / 吳欣芷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拾光工作室, 11008 .-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屋 ; 14)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8736-4-2 (精裝) 

NT$350  

 873.599  

男生的小馬桶 / 愛羅娜.法蘭蔻文.圖 ; 

林芳萍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40-402-5 (精裝)  

 873.599  

我要找回我的帽子 / 雍.卡拉森(Jon 

Klassen)文.圖 ; 柯倩華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8 公分 .-- (繪本 ; 

279)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070-9 (精裝) NT$480  

 873.599  

你很快就會長高  / 安琪雅 .薛維克

(Andrew Shaviok) 文  ; 羅 素 . 艾 圖

(Russell Ayto)圖 ; 余治瑩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28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51-0 (精

裝) NT$280  

 873.599  

V 怪客 30 週年豪華典藏版 / 艾倫.摩

爾 (Alan Moore) 作  ; 大 衛 . 洛 伊 德

(David Lloyd)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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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10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14-020-2 (平裝) NT$900  

 874.57  

天使在人間 / 茱蒂.杜亞特作 ; 薛慧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007 .-- 464 面; 21 公

分 .-- (GroWing ; 23) .-- ISBN 978-957-

741-390-1 (平裝) NT$399  

 874.57  

天皇蒙塵 / 大塚茱麗(Julie Otsuka)著 ;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有限公司, 11008 .-- 200 面; 21 公

分 .-- (春山文藝 ; 21) .-- ISBN 978-986-

06706-5-3 (平裝) NT$320  

 874.57  

目標 : 簡單有效的常識管理 / 伊利雅

胡.高德拉特(Eliyahu M. Goldratt), 傑

夫.科克斯(Jeff Cox)著 ; 齊若蘭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62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39) .-- ISBN 

978-986-525-249-6 (精裝) NT$650  

 874.57  

沙丘  : 沙丘之子  / 法蘭克 .赫伯特

(Frank Herbert)著 ; 老光, 聞若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560 面; 

21 公分 .-- (Fiction ; 12) .-- ISBN 978-

986-5562-12-0 (平裝)  

 874.57  

沙丘 : 神帝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 劉未央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544 面; 21 公分 .-- 

(Fiction ; 13) .-- ISBN 978-986-5562-14-

4 (平裝)  

 874.57  

沙丘 : 救世主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 蘇益群, 聞若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Fiction ; 11) .-- ISBN 978-986-

5562-15-1 (平裝)  

 874.57  

沙丘 : 異端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 魏晉, 聞若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704 面; 21 公

分 .-- (Fiction ; 14) .-- ISBN 978-986-

5562-13-7 (平裝)  

 874.57  

沙丘 : 聖殿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 張建光, 甄春雨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640 面; 21

公分 .-- (Fiction ; 15) .-- ISBN 978-986-

5562-20-5 (平裝)  

 874.57  

狐狸小八 / 喬治.桑德斯著 ; 喬西.卡

迪諾繪 ;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64 面; 20 公分 .-- (大師名作

坊 ; 180) .-- ISBN 978-957-13-9256-1 

(精裝) NT$250  

 874.57  

奇蹟晚餐 / 瑞貝卡.瑟爾著 ; 胡訢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1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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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藍小說 ; 314) .-- ISBN 978-

957-13-9285-1 (平裝) NT$380  

 874.57  

閃亮閃亮 / 辛西亞.角厦作 ; 張子樟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240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系列) .-- ISBN 978-

986-338-412-0 (平裝) NT$260  

 874.57  

終極審判 / 約翰.葛里遜著 ; 柯里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008 .-- 6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33-4 (平裝) NT$660  

 874.57  

機構 / 史蒂芬.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8 .-

- 592 面; 21 公分 .-- (史蒂芬金選 ; 

45) .-- ISBN 978-957-33-3761-4 (平裝)  

 874.57  

靈魂穿越手稿 / 亞歷斯.蘭德金(Alex 

Landragin)作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384面; 21公分 .-- (Soul ; 42) .-

- ISBN 978-986-99244-8-1 (平裝)  

 874.57  

小小紙箱工程師 : 創客合作大挑戰 / 

金.史密斯(Kim Smith)文.圖 ; 周婉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48 面; 23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557-1 (精裝)  

 874.596  

小老鼠緹莉和一堵牆 / 李歐.李奧尼

(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380-96-

6 (精裝) NT$320  

 874.596  

少女三劍客  / 凱特 .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著 ; 黃琪瑩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 .-- 280 面; 21 公分 .-- (金獎

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418-2 

(精裝) NT$280  

 874.596  

不 會 改 變 的 清 單  / 雷 貝 嘉 . 史 德

(Rebecca Stead)著 ; 趙永芬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52-6 (平裝) 

NT$350  

 874.596  

告 訴我生命 的祕密  / 陸可鐸 (Max 

Lucado)文 ; 隆.迪西安尼(Ron DiCianni)

圖 ; 郭恩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008 .-- 272 面; 21 公分 .-

- (iRead ; 10)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400-379-2 (平裝)  

 874.596  

亞歷山大和發條鼠  / 李歐 .李奧尼

(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9380-95-9 (精裝) NT$320  

 874.596  

洛基 : 惡作劇之神 / 艾瑞.卡普蘭(Arie 

Kaplan) 作  ; 荷 莉 . 門 格 特 (Hollie 

Mengert)繪 ; 甘鎮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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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9 .-- 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26-2 (精裝)  

 874.596  

粉紅色帽子 / 安德魯.喬尼爾(Andrew 

Joyner)文.圖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06815-1-2 (精裝) NT$320  

 874.596  

戴上牙套的我 / 雷娜.泰吉米爾(Raina 

Telgemeier)著 ;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009 .-- 224 面; 20 公分 .-- 

(圖像館 ; 2) .-- ISBN 978-626-7000-09-

0 (平裝) NT$399  

 874.596  

一起來做兔子吧 /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

97-3 (精裝) NT$320  

 874.599  

一顆奇特的蛋  / 李歐 .李奧尼 (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

98-0 (精裝) NT$320  

 874.599  

小熊的紅月亮 / 馬修博吉斯(Matthew 

Burgess)文 ; 簡美麟(Cátia Chien)圖 ; 

彭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48 面; 

26 公分 .-- (格林名家繪本館) .-- ISBN 

978-986-5576-37-0 (精裝)  

 874.599  

不要叫我小不點! / 瑪雅邁爾斯文 ; 

任惠元圖 ; 王欣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48 面; 25X23 公分 .-- (格林

名家繪本館)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76-34-9 (精裝) NT$320  

 874.599  

世界上最大的房子  / 李歐 .李奧尼

(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9380-99-7 (精裝) NT$320  

 874.599  

乒!發送訊號! / 阿妮.卡斯蒂洛(Ani 

Castillo)文.圖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32 面; 24X24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57-13-9254-7 

(精裝)  

 874.599  

米妮和迷路的獨角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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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17-

97-7 (精裝)  

 874.599  

成為一棵樹  / Maria Gianferrar 著  ; 

Felicita Sala 繪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8 .-- 4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08-5951-5 (精裝)  

 874.599  

我的新鄰居  / 凱思雅 .丹尼斯維奇

(Kasya Denisevich)著 ; 潘欣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44 面; 28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256-4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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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599  

阿齊不想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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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98-4 (精裝)  

 874.599  

最棒的樹 / 約翰.杜佛作 ; 茹貝卡.吉

本繪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58-8 (精裝)  

 874.599  

焦 慮 的 沙 丁 魚  / 麥 蒂 . 弗 羅 斯 特

(Maddie Frost)文.圖 ; 李貞慧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9 .-- 40 面; 26X26 公分 .-- (迷

繪本 ; 88)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499-9 (精裝) NT$350  

 874.599  

樹旅館. 1, 秋 : 心所在的地方 / 凱莉.

喬治(Kallie George)著 ; 史蒂芬妮.葛

瑞金 (Stephanie Graegin)繪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84-44-2 (平裝) NT$320  

 874.599  

藍色小屋 / 凱莉.喬丹(Kelly Jordan)文 ;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

Tickle)圖 ; 柯倩華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2X24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3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451-

2-5 (精裝) NT$320  

 874.599  

地心探險記 / 儒勒.凡爾納著 ; 張喬玟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

公司, 11008 .-- 320 面; 21 公分 .-- (典

藏經典 ; 71) .-- ISBN 978-986-178-557-

8 (平裝) NT$339  

 876.57  

高老頭 / 巴爾札克著 ; 傅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344 面; 21 公

分 .-- (愛經典 ; 53) .-- ISBN 978-957-

13-9217-2 (精裝) NT$380  

 876.57  

行走人生 / 大衛.勒.布雷頓著 ; 粘耿

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智慧田 ; 117) .-- ISBN 978-986-179-

679-6 (平裝) NT$380  

 876.6  

永恆五國 : 穿越量子世界. 3 / 索妮雅.

費南德茲.維達(Sonia Fernández-Vidal)

著 ; 馮丞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52-5-0 (平

裝) NT$350  

 878.5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小矮人的歡樂夜 / 瑪麗亞.楊森圖.文 ; 

蔡季佐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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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96-22-3 ( 精 裝 ) 

NT$300  

 881.3599  

不安的傍晚 / 瑪莉珂.盧卡絲.萊納菲

爾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著 ; 郭

騰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

文傳播有限公司, 11009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YY0247) .-- ISBN 

978-986-06699-2-3 (平裝) NT$320  

 881.657  

大象的小島 / 雷歐.提姆(leo Timmers)

文.圖 ; 林敏雅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9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55-7 (精裝)  

 881.6599  

貓咪卡斯 / 康妮.思諾克(Connie Snoek)

文.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69-2-

1 (精裝)  

 881.6599  

約 伯 與 飲 者 傳 說  / 約 瑟 夫 . 羅 特

(Joseph Roth)著 ; 宋淑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菓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256 面; 21

公 分  .-- (Suchen) .-- ISBN 978-986-

06715-1-3 (平裝) NT$380  

 882.257  

夏天的規則 / 陳志勇文.圖 ; 王欣榆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6-35-6 (精裝) 

NT$450  

 887.1599  

新聞學 

葉東舜論文集 : 新聞裡的花花世界 / 

葉東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禾硯文

創工作室, 11007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946-0-4 ( 平 裝 ) 

NT$500  

1.新聞 2.文集  890.7  

聯合報 70 年 : 1951-2021 / 黃年, 羅國

俊, 王麗美, 項國寧, 沈珮君, 游美月, 

蕭衡倩, 范凌嘉, 何振忠, 游其昌, 林

秀姿, 蔡惠萍, 熊迺祺, 梁玉芳, 許俊

偉, 熊迺群, 林修全, 林以君, 林載爵, 

鄭瑜雯, 林琳文, 楊堤雅, 王茂臻, 張

立, 洪淑惠, 吳貞瑩, 施淑妙, 張幼梅, 

陳玉昭, 陳易辰, 李彥甫, 李佳諭, 王

凌華, 陳皓嬿, 林政忠, 汪莉絹, 李春, 

錢欽青, 顏甫珉, 黃仕揚, 彭素娟, 何

雅玲, 廖武田, 江中明, 劉玉玫, 魏忻

忻, 鄭朝陽, 何智綺, 楊淑閔, 徐柏棻, 

胡幼鳳, 張加, 陳學聖, 唐秀麗, 曾清

淡, 潘正德, 方桃忠撰著 ; 沈珮君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社 , 

11009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0870-1-8 (平裝) NT$800  

1.聯合報 2.歷史 3.報業 4.臺灣  

899.33  

藝術類 

總論 

*國際交流展規劃與執行模式建構及

行銷策略 / 張峻嘉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艾邁思國際有限公司, 11007 .-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054-3-8 (平裝) NT$800  

1.藝術行政 2.藝術展覽 3.國際交流 

4.行銷策略  901.6  

塩 田 千 春  : 顫 動 的 靈 魂  = Shiota 

Chiharu the soul trembles / 江奕穎, 陳

苑禎, 林以婕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美術館, 11008 .-- 264 面; 28X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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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0772-

21-0 (精裝)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3.美術館展覽  

902.31  

色彩煉金術 / 張惠蘭作 .-- 臺中市 : 東

海大學美術系所,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8-089-9 (平裝) 

NT$3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桃 源 國 際 藝 術 獎 . 2021 = 2021 

Taoyuan International Art Award / 王怡

真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

立美術館, 11008 .-- 138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626-7020-04-3 ( 精 裝 )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圍 :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會員聯展專

輯. 2021 = Encircle / 高國堂, 李瑋, 羅

瑋君執行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晨

風當代藝術團體, 110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875-0-7 (平裝)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等 = Timeless : 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實習策展. 第十屆 / 李貞慧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美術系所, 

11008 .-- 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548-090-5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 110 = 2021 

Taichung City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 陳佳君總編輯 .-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1008 .-- 35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01-11-0 (精裝) NT$8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南新藝獎專刊. 2021 : 象形不會意 

= Next Art Tainan 2021 / 葉澤山總編

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008 .-- 21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87-32-4 (精裝) NT$6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美術新貌獎 . 2021 = The 2021 

Taiwan emerging art awards / 陳佳君總

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港區藝術中心, 11008 .-- 10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01-14-1 (精裝) 

NT$7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21 第 21

屆  = 21st Taiwan international art 

association exhibition / 謝春美, 蔡維祥, 

許文德, 方鎮洋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

國際藝術協會, 11007 .-- 8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86-2-4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翰墨天下聯展. 2021 / 林金環, 林文烱, 

陳中華總編輯 .-- 新北市 : 台灣茶書

畫藝術聯誼會, 11008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27-1-4 (平裝)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藝苗實驗中 :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美

術班畢業畫冊. 第 18 屆 = Aesthetic 

cultivation / 白彥庭, 洪怡如總編輯 .-- 

彰化縣員林市 :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11008 .-- 20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38-7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空间模态创造力 : 装置艺术构筑教

育研究 / 邱建铭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一工商廣告社, 11008 .-- 264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空間模態創造力: 

裝置藝術構築教育研究 .-- ISBN 978-

986-06943-0-7 (平裝)  

1.藝術教育 2.空間藝術 3.裝置藝術 

4.創造力  903  

徐復觀教授談藝術 / 徐元純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

司, 11007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65-7 (平裝) NT$250  

1.藝術評論 2.文集  907  

臺灣美術經典講座暨新秀論壇論文

集 . 2021 =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Master Lectures and Young Scholars 

Forum on Taiwanese Art / 王韻茹, 李京

樺, 李玟蓉, 阮念初, 孫知行, 高郡妧, 

張猷琛, 曹靜, 陳璵, 陳彥仁, 黃秀珠, 

黃柏誠, 黃懷義, 劉之新, 蔡佩儒撰

文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009 .-- 3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32-369-1 (平裝)  

1.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907  

觀看的視界 /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 

吳莉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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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0-

071-8 (平裝) NT$450  

1.藝術評論 2.文集  907  

審美的政治 : 英國藝術運動的十個

瞬間 / 郭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8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956-4 (平裝) NT$390  

1.藝術史 2.西洋美學 3.英國  909.41  

音樂 

樂讀普希金 / 焦元溥, 林慈音, 羅俊穎, 

李宜錦, 許惠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232 面; 21 公分 .-- (焦點) .-- ISBN 

978-957-08-5937-9 (精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1.音樂欣賞  910.38  

聲音的故事 / 愛德華.麥克杜威著 ; 謝

汝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限公司, 110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04-0-9 (平

裝) NT$380  

1.音樂史 2.樂評 3.民族音樂學  

910.9  

立言傳曲 : 莊永明口述影音紀實暨

文稿紀念專輯 / 莊永明作 .-- 宜蘭縣

五結鄉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1008 .-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

361-5 ( 精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1600  

1.音樂史 2.口述歷史 3.臺灣  

910.933  

臺灣音樂年鑑 . 2020 = 2020 Taiwan 

music yearbook / 張儷瓊主編  .-- 初

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11007 .-- 冊 .-- ISBN 978-986-

532-353-0 (全套:平裝)  

1.音樂 2.年鑑 3.臺灣  910.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艾爾加 / 賽門.蒙迪

著 ; 黃幸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8 .-- 2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34-1 (平裝) 

NT$380  

1.艾爾加(Elgar, Edward, 1857-1934) 2.

音樂家 3.傳記 4.英國  910.9941  

畢伯、巴赫及布拉姆斯小提琴作品

之探討 = A survey of selected violin 

works by Heinrich Ignaz Franz Biber, 

Johann Sebastian Bach and Johannes 

Brahms / 林育誠作 .-- 高雄市 : 愛智圖

書有限公司, 11007 .-- 16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608-572-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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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畢伯(Biber, Heinrich Ignaz Franz, 

1644-1704) 2.巴赫(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 3.布拉姆斯

(Brahms, Johannes, 1833-1897) 4.小提

琴音樂 5.樂評  916.1  

由詮釋的角度探討德國作曲家-莫札

特、貝多芬、舒伯特及舒曼的小提

琴作品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ation to explore the violin works 

by German composers-Mozart, 

Beethoven, Schubert, and Schumann / 張

嘉仁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復文

書局, 110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080-2-7 (平裝) NT$380  

1.小提琴音樂 2.奏鳴曲 3.樂曲分析  

916.1022  

「醇.淬」經典德奧創作報告與樂曲

詮釋 / 戴俐文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戴俐文, 110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102-8 (平裝)  

1.大提琴音樂 2.奏鳴曲 3.樂曲分析  

916.3022  

烏克麗麗練習週記 / Annier Lee 李宜

玲編著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394-2-1 (平裝)  

1.烏克麗麗 2.演奏  916.6504  

*千萬不要學鋼琴 / Thomas Mark 作 ; 

盧秋瑩譯 .-- 再版 .-- 桃園市 : 原笙國

際有限公司, 11008 .-- 198 面; 23 公

分 .-- (亞歷山大技巧系列. 鋼琴) .-- 

ISBN 978-986-97842-8-3 ( 平 裝 ) 

NT$800  

1.鍵盤樂器 2.人體解剖學 3.姿勢  

917  

<<愛戀.昇華>>2021 楊妮蓉鋼琴獨奏

會詮釋 / 楊妮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007 .-

- 1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6105-52-4 (平裝)  

1.鋼琴曲 2.獨奏 3.樂曲分析  

917.102  

流行豆芽譜 / 姚逸軒編輯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著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007 .-- 12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06394-3-8 (第 98

冊:平裝)  

1.鋼琴 2.樂譜 3.流行歌曲 4.音樂教

學法  917.105  

古琴藝事與研究  / 賴慧玲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0-183-8 ( 平 裝 ) 

NT$350  

1.琴 2.民俗音樂 3.文集  919.31  

建築 

認識建築 : 紙上 VR 建築體驗,足不出

戶也能帶你身歷世界 72 座經典建築! 

/ 羅伯特.麥卡特(Robert McCarter), 尤

哈尼.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著 ; 

宋明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8 .-- 456 面; 28 公分 .-- 暢銷

經典版 .-- ISBN 978-986-06882-8-3 (精

裝) NT$1580  

1.建築 2.建築史 3.個案研究  920  

藝術在一個小島 : 漁光島藝術節成

果專刊 . 2017-2021 = Yuguang Island 

Art Festival Achievements / 葉澤山總

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007 .-- 130 面; 26 公分 .-- (臺南藝術

叢書)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5487-29-4 (平裝) NT$500  

1.地景藝術 2.空間藝術 3.裝置藝術 

4.臺南市  920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畢業專刊 . 

109 級 = Fen Chi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 逢

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109 級畢業生

作  .-- 臺中市  : 逢甲大學出版社 , 

110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843-68-7 (精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淡江建築畢業專刊. 2021 : Palette = 

Tamkang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 2021 / 淡江

建築第 53 屆畢業生作 .-- 新北市 : 淡

江大學建築學系, 11009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736-99-3 (精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21 

= FIABCI-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 / 廖宥珊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

動產協進會暨世界不動產聯盟臺灣

分會, 11009 .-- 3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01-0-9 (精裝) NT$15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日本建築大師解剖圖鑑 : 解讀建築

大師們隱藏於著名建築的巧思 / 二

村悟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4-837-

9 (平裝)  

1.建築師 2.傳記 3.建築史 4.日本  

920.9931  

從空中看古厝 : 古建築達人為你導

覽 45 棟台灣老民宅,特別加收 30 棟

已消失不存的古建築紀錄 / 康鍩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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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84 面; 

23 公分 .-- (台灣珍藏) .-- ISBN 978-

986-262-505-7 (平裝) NT$690  

1.歷史性建築 2.臺灣  923.33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二.三期工程紀實 

/ 互助營造編纂 .-- 臺北市 : 互助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0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85670-4-7 (平裝) 

NT$880  

1.公共建築 2.流行音樂 3.施工管理 

4.高雄市  926.9  

台灣門神圖錄 / 康鍩錫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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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368 面; 26 公分 .-- 

(台灣珍藏 ; 11) .-- 專業典藏版 .-- 

ISBN 978-986-262-503-3 ( 平 裝 ) 

NT$1050  

1.寺廟 2.建築藝術 3.門神 4.圖錄 5.臺

灣  927.1025  

建築園冶獎. 2021 : 智慧綠建築.友善

心 環 境  = Yuan Ye awards. 2021 : 

ecological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社團法人高

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

協會, 11007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783-4-2 (精裝)  

1.景觀工程設計 2.景觀藝術 3.作品

集  929  

雕塑 

塑 X 溯 : 蒲添生 110 雕塑紀念展 = 

Tracing the roots through sculpture : Pu 

Tian-Sheng 110th birthday memorial 

exhibition / 楊同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11008 .-- 240 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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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32-368-4 (精裝) 

NT$10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淬煉.複合.異次元空間 : 郭清治雕塑

展  = Quench 

annealing,composites,heterogeneous 

spaces : sculptures by Kuo Ching-Chih /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創 價 文 教 基 金 會 , 

11008 .-- 72 面; 26 公分 .-- (創價文化

藝術系列) .-- ISBN 978-957-9566-81-0 

(平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8  

洪易星際之旅 : 西班牙.藝術科學城

個展 = Hung Yi galaxia hung 2020-2021 

/ 洪易[作] .-- 初版 .-- 彰化市 : 洪忍文

創美學國際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60-0-5 (精

裝)  

1.金屬工藝 2.雕塑 3.作品集  935.2  

有一間針車行  : 楊明迭個展  = A 

sewing machine shop : solo exhibition by 

YANG Ming-Dye / 鍾經新主編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大象藝術空間館, 

11010 .-- 5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062-5-8 (平裝) NT$500  

1.版畫 2.畫冊  937  

書畫 

從畫畫覺察孩子的情緒 : 跟著皮皮

老師,三步驟從畫中找出孩子不想說、

不會說、不敢說的話 / 賴育立(皮皮

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0 .-- 256 面; 

22 公分 .-- (親子田系列 ; 48) .-- ISBN 

978-986-507-494-4 (平裝) NT$380  

1.繪畫心理學 2.兒童畫 3.親子溝通  

940.14  

竹久夢二 TAKEHISA YUMEJI : 認識

日本大正浪漫藝術的先驅與形塑日

系美學的「夢二式」藝術 / 王文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338-5 (平

裝) NT$580  

1.竹久夢二 2.畫家 3.傳記 4.作品集 5.

日本  940.9931  

* 理 性 中 的 狂  = The madness of 

rationality / 許碧梅著 .-- 臺南市 : 102

當 代 藝 術 空 間 , 左 邊 藝 術 空 間 , 

11007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244-2-3 (平裝)  

1.莎維爾(Saville, Jenny, 1970- ) 2.培根

(Bacon, Francis, 1909-1992) 3.畫家 4.

畫論 5.傳記 6.英國  940.9941  

遺珠 : 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書畫 = 

Hidden Gems : Treasure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 劉芳如, 何炎泉, 

弓野隆之, 書畫文獻處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008 .-- 32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57-562-846-8 (精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寫給每個人的書法課 : 從看懂到會

寫,提升素養與美學力 / 林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9 .-- 384 面; 23 公分 .-- (第

一本 ; 107) .-- ISBN 978-986-137-339-3 

(平裝) NT$400  

1.書法教學 2.書法美學  942  

書法,漢字最美的歷史 : 讀懂書法的

60 堂美學課 / 黎孟德作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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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504-5 ( 平 裝 ) 

NT$310  

1.書法 2.歷史 3.書法美學 4.中國  

942.092  

草書符號通鑑 / 張弘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8 .-- 4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39-2 (平裝) NT$1200  

1.草書 2.書法教學  942.14  

天遠樓書會第八次聯展. 2021 : 相濡

以墨專輯 / 程代勒編輯 .-- 臺中市 : 天

遠樓書會, 110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544-3-2 ( 平 裝 ) 

NT$3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雲林縣書法學會十週年會員專輯  / 

劉真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古坑

鄉 : 雲林縣書法學會, 110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619-3-0 (平

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墨海騰波 : 臺中市書法學會辛丑年

會員暨名家書法展 / 賴糖宥, 賴璿容, 

張怡廷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

書法學會,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89-7-2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寰海墨緣 : 中華弘道書學會國際書

法展暨會員聯展作品集. 2021 / 林岳

瑩, 林秀瓊, 傅景寶, 吳建松執行編

輯 .-- 花蓮縣吉安鄉 : 中華弘道書學

會, 11008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40-8-7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翰墨薪傳 : 會員聯展作品集. 2021 年 

/ 李育萱, 巫素敏策畫主編 .-- 新北市 : 

社 團 法 人 臺 北 市 南 菁 書 法 學 會 , 

11007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29688-3-3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台灣水墨畫會會員聯展. 2021 / 楊麗

玲策畫主編 .-- 臺北市 : 臺灣水墨畫

會,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50-3-9 (平裝)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台灣膠彩畫協會聯展. 2021 第三十九

屆 = The 39th eastern gouache exhibition 

of Taiwan glue-painting association. 

2021 .-- 臺中市 : 臺灣膠彩畫協會, 

11008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814-3-5 (平裝)  

1.膠彩畫 2.畫冊  945.5  

擴延。邊界挑動 : 臺師大水墨的世

代流變 = Expand beyond the boundaries 

/ 簡佑任, 陳瑞鴻, 吳惠淳, 曾冠樺, 馮

雯琳, 徐兆甫, 蕭博駿, 洪國維, 柯驎

晏, 郭雅倢, 黃靖淳創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008 .-- 60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366-

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浴火鳳凰  : 楊小寧精選  = Phoenix 

from the flames :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Yang Xiao-Ning / 楊小寧著 .-- 臺南市 : 

炘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1009 .-- 68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929-0-7 (精裝) NT$1680  

1.中國畫 2.畫冊  945.6  

超 以 象 外  : 黃 哲 夫 畫 展 . 2021 = 

Behind the surface : Huang Che Fu art 

exhibition / 郭俊麟, 黃妃珊, 曾惠菁執

行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 11008 .-- 160 面; 25X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626-7020-06-7 (精

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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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蛻變 : 楊嚴囊繪畫創作特展專刊 / 楊

嚴囊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

大學, 11007 .-- 6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542-7-1 ( 平 裝 )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帝照星城 / 趙秀娟作 .-- 嘉義市 : 趙

秀娟, 11008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1-0 (平裝) NT$300  

1.仕女畫 2.中國畫 3.畫冊  947.2  

從零開始學會專業技法 : 動物素描

的基礎和訣竅 / 宮永美知代作 ; 黃姿

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9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765-3-2 (平裝) 

NT$400  

1.動物畫 2.繪畫技法  947.33  

始原之子 : 北愛爾蘭.水晶.巨人 / 李

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7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33) .-- ISBN 

978-986-5588-36-6 (平裝)  

1.漫畫  947.41  

冒險王西格.波東 : 西班牙.水手.異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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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32) .-- ISBN 978-986-5588-34-2 (平裝)  

1.漫畫  947.41  

尋龍歷險記. 6, 禍患大地的狡黠邪龍 

/ 林詩敏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5 公分 .-- (神秘科學探險隊系列) .-- 

ISBN 978-957-658-617-0 ( 平 裝 ) 

NT$300  

1.漫畫  947.41  

睡不著的夜裡就烤蛋糕吧 / 午後著 ; 

游若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776-8 (平裝)  

1.漫畫  947.41  

JOJO 論 / 杉田俊介作 ; 彭俊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9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6900-9-6 ( 平 裝 ) 

NT$450  

1.漫畫 2.文集  947.4107  

VR 虛擬實境漫畫、數位互動漫畫、

社群圖漫及手機條漫創作報告 / 劉

俐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劉俐華, 

11008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39-4 (平裝) NT$800  

1.漫畫 2.文集  947.4107  

我的第一本諸葛四郎 / 財團法人諸

葛四郎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童年漫畫股份有限公司 , 

11010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5539-5-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00  

1.漫畫 2.文集  947.4107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21 : 150 位當代

最強畫師豪華作品集 / 平泉康児編 ;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8 .-- 3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12-680-5 ( 平 裝 ) 

NT$620  

1.插畫 2.電腦繪圖 3.作品集  947.45  

透過照片與圖解 : 完全掌握脖子、

肩膀和手臂的畫法 / HOBBY JAPAN

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65-1-8 (平

裝) NT$40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富岡二郎的繪圖技術講座+畫集 / 富

岡二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

化設計有限公司,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41-3-5 (平裝) 

NT$70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獸人姿勢集 : 簡單 4 步驟學習的素描

&設計 / 玄光社作 ; 楊智群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65-2-5 (平裝) NT$40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雲林縣兒童美術專輯. 第 30 屆 = 30th 

Yunlin children's art collection / 陳璧君

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

府, 11008 .-- 251 面; 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0750-13-3 (平裝) 

NT$250  

1.兒童畫 2.電腦繪圖 3.書法 4.作品

集  947.47  

黃金雨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術圖書公司, 11008 .-- 160 面; 

24 公分 .-- (一秒千秋系列 ; 1) .-- ISBN 

978-957-672-408-4 (平裝) NT$280  

1.西洋畫 2.畫論  947.5  

路長情更長 : 鍾璧如藝術創作 / 林瑩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鷺 安平美術

館, 11007 .-- 172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64-0-1 ( 精 裝 ) 

NT$16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漫遊  : 蘇旺伸創作展  = Su, Wang-

Sheng solo exhibition / 吳守哲總編輯 .-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

技大學, 11007 .-- 96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5689-98-8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潮起 : 林金台島嶼風情寫生集 / 林金

台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

版社, 11007 .-- 1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79-7-8 ( 精 裝 ) 

NT$480  

1.寫生 2.繪畫 3.畫冊  947.5  

茲土有情 : 席德進逝世四十週年紀

念展 = For the love of this land : Shiy 

De-Jinn retrospective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008 .-- 

191 面; 30x29 公分 .-- ISBN 978-986-

532-367-7 (精裝) NT$10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 22 屆

2021 = 22nd Taichung Art Salon Society 

Exhibition / 何栢滄主編 .-- 臺中市 : 臺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11007 .-- 6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04-0-

6 (平裝) NT$3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失序-思緒. (二) : 柯適中作品集 / 柯

適中作 .-- 南投縣草屯鎮 : 柯適中, 

11008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7-2 (平裝) NT$12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五屆 = The 

45th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in Taiwan. 

2021 /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 

11008 .-- 12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10-8-9 (精裝) NT$10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取色賦形.捨像傳神 : 陳銀輝 90 藝術

歷程 = Adventures of colors, forms and 

poetics : CHEN Yin-Hui’s 90 years 

artist journey / 廖仁義, 劉碧旭策展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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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 11008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360-8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景/界 : 劉家瑋作品集 = The boundary 

of the scenery : Liu Chia-wei's works 

collect / 劉家瑋[作] .-- 臺北市 : 赤粒

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06708-1-3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藝術的新界.環保的實現 : 黃建和環

保金屬繪畫創作 = A new eco-friendly 

art technique : Taiwan eco-metal 

paintings created by C.H. Huang / 黃建

和[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

太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11008 .-- 5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06932-0-

1 (平裝) NT$350  

1.繪畫 2.畫冊  948.9  

「 唯 美 不 言 」 郭 櫻 膠 彩 畫 集  = 

Beauty without words / 郭櫻作 .-- 新北

市 : 駿燁企業有限公司, 11010 .-- 106

面 ;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

06538-1-6 (平裝) NT$1200  

1.膠彩畫 2.畫冊  948.93  

台灣綠水畫會會員聯展. 第三十一屆

2021 = The associated exhibition of the 

31st Taiwan greenwater gouache painting 

society members' artworks 2021 .-- 桃園

市 : 台灣綠水畫會, 11008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8580-9-

1 (平裝)  

1.膠彩畫 2.畫冊  948.93  

攝影；電腦藝術 

一竿走天下 : Gopro 動閃特效 / 王以

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42-9 (平裝) 

NT$490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3.錄影製作  

952  

光線科學與魔法 : 攝影打光入門 / Fil 

Hunter, Steven Biver, Paul Fuqua, Robin 

Reid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

化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8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049-18-1 ( 平 裝 ) 

NT$520  

1.攝影技術 2.攝影光學  952.3  

before/after null / 鄭先喻, 蔡雅祺, 黃郁

潔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

美術館, 11007 .-- 64 面; 24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0772-20-3 (平

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美術館展

覽  956.7  

謝佳見 臨界之地 land boundary 寫真

書 / 謝佳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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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6-023-1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集  957.5  

永恆魅影 : 德永克彥航空攝影輯 / 德

永克彥作 ; 張詠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聞塾有限公司, 110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21-8-6 (精

裝) NT$1750  

1.攝影集 2.戰鬥機  957.9  

地獄空 : 姚瑞中拍立得地獄寫景 / 姚

瑞中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6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9057-99-

8 (平裝) NT$700  

1.攝影集  957.9  

美學街頭攝影. 2021 = Street photos / 

蕭國坤, 江永全, 黃美琦, 林峰守, 顏

敏光, 任巧芸, 李麗薰, 周佳蓉, 林靜

芬, 高琪玲, 高懿芳, 張毓君, 張篤倫, 

郭耀駿, 陳秀華, 陳碧君, 馮慧瑛, 黃

淑麗, 蔣鏡明, 蔡裕棠, 謝文琪, 王九

鴻, 江淑真, 游麗雲, 林錦發, 林其璋, 

吳孟霖, 楊昭烈, 石秀鳳, 賴惠芬, 吳

麗玉, 許錦中, 張秀櫻, 簡添福, 陳文

健, 蔡秀玲, 黃國平, 蔡致和作 .-- 臺北

市 : 羅藝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 7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2979-3-6 (精裝) NT$700  

1.攝影集  957.9  

MABATAKI01 台 灣 到 布 里 斯 本  / 

RUKA 作 .-- 初版 .-- 彰化市 : RUKA

寫真出版中心, 11008 .-- 55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0-0-3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包浩斯 : World of art. 2021 / 法蘭克.懷

特佛德 (Frank Whitford)著  ; 林育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2-46-8 (平

裝) NT$420  

1.包浩斯(Bauhaus) 2.現代藝術 3.設計  

960  

花園  : 王煜松  = Garden : Yu-Song 

Wang / 王煜松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007 .-- 72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0772-16-6 (平裝) NT$360  

1.裝置藝術 2.作品集  960  

設計戰國策 :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

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 2021 = 

IDC 2021 :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 林磐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出版 :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發行, 11008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03-0 ( 精 裝 ) 

NT$450  

1.設計 2.數位藝術 3.作品集  960  

論述設計 : 批判、推測及另類事物 / 

布魯斯.薩普(Bruce M. Tharp), 史蒂芬

妮.薩普(Stephanie M. Tharp)著 ; 池思

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何樵暐工作

室有限公司出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木

果文創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12-1-8 (平

裝) NT$1280  

1.設計 2.創造性思考  960  

字體聖經 : 從字體選擇、文字編排

到版面形塑,當代字體排印大師 30 年

的 美 學 實 踐  / 羅 伯 . 布 林 赫 斯 特

(Robert Bringhurst)著 ; 陳中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

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9 .-- 400 面; 23 公分 .-- (Hermes ; 

19) .-- ISBN 978-986-06615-5-2 (平裝) 

NT$480  

1.平面設計 2.字體  962  

紙膠帶配色事典  / IYAMADESIG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13-9243-1 (平

裝) NT$520  

1.色彩學  963  

基因色彩教妳好命 / 徐躍之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基因色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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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28224-6-3 (平裝) NT$350  

1.色彩學 2.改運法  963  

ZERRO 零 : 世界記號大全 / 松田行

正著 ; 黃碧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499-4 (精裝) NT$550  

1.符號設計 2.文字 3.象徵主義  964  

日本好 LOGO 研究室 / BNN 編輯部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9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882-4-5 (平裝) NT$450  

1.商標 2.標誌設計 3.平面設計  

964.3  

設計師必備!住宅設計黃金比例解剖

書 : 細緻美感精準掌握!日本建築師

最懂的比例美學、施工細節、關鍵

思考 / X-Knowledge 著 ; 李家文, 石雪

倫, 劉德正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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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60 面; 26 公分 .-- (Solution ; 95X) .-- 

ISBN 978-986-408-726-6 ( 平 裝 ) 

NT$55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967  

琉芳千古 智慧的珠串 / 梁佳美作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文化資產

保護所, 110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2-40-5 ( 平 裝 ) 

NT$700  

1.琉璃 2.民族工藝品 3.排灣族 4.魯

凱族  968.1  

工藝製造現場. 第一話, 鍛.練 / 周耀

俊, 林宜鄉, 翁子馨撰文 .-- 初版 .-- 南

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 11007 .-- 224 面; 23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32-358-5 (平

裝) NT$520  

1.工藝美術 2.金工 3.鍛工  968.5  

技藝 

自 然 而 然  草 系 . 花 設 計  = Flower 

arrangment / 謝垂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謝垂展,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 (花設計  ; 1) .-- ISBN 978-957-43-

9160-8 (平裝) NT$900  

1.花藝  971  

台灣傳統剪紙的傳承 / 吳望如, 鐘雲

珍著 .-- 新北市 :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

耕協會, 11007 .-- 288 面; 25 公分 .--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叢書 ; 6) .-

- ISBN 978-986-95186-5-9 (平裝)  

1.剪紙 2.紙工藝術  972.2  

茶經. 酒經 / 陸羽, 朱翼中著 .-- 1 版 .-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Classic 文

庫 ; 14) .-- ISBN 978-986-397-128-3 (平

裝) NT$360  

1.茶經 2.酒經  974.8  

戲劇 

角色的誕生 / 鄭君里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9 .-- 278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58)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66-1 ( 平 裝 ) 

NT$340  

1.表演藝術 2.演技  981.5  

天賜阿公的戲籠 / 曹泰容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 .-- 40 面; 28X21 公分 .-

- ISBN 978-986-274-556-4 (精裝)  

1.布袋戲 2.繪本  983.371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畫傳 / 鄭君里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9 .-

- 130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59)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67-8 (平

裝) NT$200  

1.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Konstantin Sergeyevich, 1863-1938) 2.

演員 3.傳記 4.俄國  987.09948  

好電影的創作法則 / 尼爾.藍道(Neil 

Landau) 著  ; 馬 修 . 佛 瑞 德 列 克

(Matthew Frederick)繪 ;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9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82-1-4 (平裝) NT$350  

1.電影 2.電影製作  987.3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電影美術

設定集 / 伊蓮妮.羅索斯(Eleni Roussos)

作 ; 甘鎮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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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3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16-025-5 (精

裝)  

1.電影片 2.電影美術設計  987.83  

八十年代香港影畫回憶 / 許思庭, 嘉

安, 剛田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7 .--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40-

3 (平裝) NT$260  

1.電影 2.電視劇 3.香港特別行政區  

987.92  

俗女養成記. 2 : 我們是怎麼讓陳嘉玲

長大的 : 幕後全紀錄 / 中華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影響原創影視股份有限公

司, 百戲電影製作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11008 .-- 

128 面; 23 公分 .-- (FANSAPPS ; 126) .-

- ISBN 978-986-06246-6-3 ( 平 裝 ) 

NT$380  

1.電視劇  989.2  

斯卡羅 = Seqaku : Formosa 1867 / 陳耀

昌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8 .-- 232 面; 24 公分 .-- (印刻文

學 ; 658) .-- ISBN 978-986-387-460-7 

(平裝) NT$600  

1.電視劇 2.照片集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府城將學. 二, 白龍庵家將精選集 / 鄭

小將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鄭文凱, 

110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25-7 (平裝) NT$1580  

1.藝陣 2.歷史  991.87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遊客行為研究與

數量推估之研究 / 張峻嘉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超鉅智能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1008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67-0-8 ( 平 裝 ) 

NT$800  

1.旅遊業管理 2.觀光區 3.個案研究  

992.2  

高雄海洋觀光產業暨郵輪觀光發展

之策略規劃應用  / 吳英偉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華宇國際事業有限公

司, 110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66-0-8 (平裝) NT$360  

1.觀光行政 2.海洋 3.休閒活動 4.郵

輪旅行 5.高雄  992.2  

旅遊規劃與設計 / 余曉玲, 張惠文, 楊

明青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53-

1 (平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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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992.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一

&觀光資源概要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

司, 110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6-4 (平裝) NT$750  

1.導遊 2.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司, 11009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7-1 (平

裝) NT$980  

1.導遊 2.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

冊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一版 .-- 臺北

市 : 馬跡庫比有限公司, 11009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8-

8 (平裝) NT$670  

1.導遊 2.領隊  992.5  

向山看齊.向雲學習 / 洪金標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洪金標, 11008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9123-

3 (平裝)  

1.登山 2.旅遊文學  992.77  

世界級求生專家傳授!從野外遇難到

天災意外的超級生存術 / 加藤英明

作 ;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4-836-2 (平

裝)  

1.野外求生  992.775  

MENSA 門薩高智商腦力訓練課 : 全

球聰明人都在做的 270 道智力升級

測驗 / 陳曉宏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

53-6 (平裝) NT$199  

1.益智遊戲  997  

MENSA 門薩高智商腦力訓練課 : 全

球聰明人都在做的 280 道觀察推理

遊戲 / 陳曉宏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

52-9 (平裝) NT$199  

1.益智遊戲  997  

迷宮 100 : 亞洲之旅 / 啟得文化編著 .-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009 .-- 112 面; 27 公分 .-- (益智教

室 ; 28) .-- ISBN 978-986-06648-2-9 (平

裝) NT$260  

1.益智遊戲  997  

谜海觅珠 / 陈宗厚总编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007 .-- 400 面; 

25 公分 .-- 正體題名:謎海覓珠 .-- 

ISBN 978-986-06898-0-8 ( 平 裝 ) 

NT$640  

1.燈謎  997.4  

組音釋義臺字謎 / 楊國顯編著 .-- 高

雄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010 .-- 120 面; 

32 公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6169-66-3 (平裝)  

1.謎語 2.臺語  997.4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4-826-

3 (第 18 冊: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75-8 (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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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72-7 (第 37 冊: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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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74-1 (第 37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9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73-4 (第 37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PlayStation 終極聖經 / 前田尋之監修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原

力股份有限公司, 11008 .-- 冊 .-- ISBN 

978-986-93312-7-2 ( 上 冊 : 精 裝 ) 

NT$1280 .-- ISBN 978-986-93312-8-9 

(下冊:精裝) NT$1280  

1.電動玩具 2.電腦遊戲  997.8  

Minecraft 世界全面攻佔 : 方塊、指令、

動植物、生存、建築與紅石機關必

玩技 / KAGEKIYO 原著 ; 許郁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Switch 版 .-- ISBN 978-986-502-892-3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台灣燈會法務部矯正署各矯正機關

花燈競賽活動作品實錄專輯. 2021 / 

邱煥棠, 許儷齡總編輯 .-- 新竹市 : 法

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110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62-7 (平

裝)  

1.燈籠 2.作品集  999  

石藝瓷情 : 簡森林收藏展 / 廖建雄, 

朱文宗總編輯 .-- 臺中市 : 簡森林, 

11008 .-- 1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145-5 (精裝) NT$800  

1.石藝 2.瓷器 3.蒐藏品  999.2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Annual report. 2020/Editor-in-chief Yu-

Chun Lin .-- 1st ed. .-- 臺南市 : 南美館, 

11007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7-27-0 (平裝)  

C 程式小集/李俊堅編著 .-- 初版 .-- 臺

東市 : 臺東大學資工系,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9-52-3 (PDF)  

Octocorallia fauna of Taiwan= 台灣八

放珊瑚圖鑑/author Chang-Feng Dai(戴

昌鳳) .-- 1st ed. .-- 臺北市 : 臺大海洋

中心, 11008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2-59-9 (精裝) NT$2000  

Reader's theater: junior high 

school,Taoyuan City/Yi-Chi Chang 主

編 .-- 二版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1008 .-- 冊 .-- ISBN 978-626-7020-02-

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0-

03-6 (第 2 冊:平裝)  

The 8th International Design Study 

Forum and Conference. 2021/蔡登傳總

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設

計所,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5-7-2 (PDF)  

White paper 2.0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s/editor in chief Ching-Hwa Tsai .-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2-04-7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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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發展年鑑. 中華民國 109-110 年

/經濟部工業局作 .-- 臺北市 : 工業局, 

11007 .-- 647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93-1 (光碟片)  

公務統計年報. 109 年/法務部調查局

編 .-- 新北市 : 調查局, 11007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61-0 (光

碟片) NT$100  

水墨金緣: 金門縣水墨畫協會會員展. 

2021/林世英主編 .-- 金門縣 : 金縣文

化局, 11007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68-18-7 (平裝)  

民事裁判實務教材: 損害賠償事件/

法官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官學院, 110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4-35-6 ( 平 裝 ) 

NT$200  

用咱的話講咱的古/張素蓉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1008 .-- 144 面; 

38 公分 .-- ISBN 978-626-7001-13-4 (平

裝附光碟)  

刑事裁判實務教材: 詐欺案件/法官

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官學

院, 11008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4-36-3 (平裝) NT$180  

地政成果專輯. 109 年 7 月至 110 年 6

月=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land 

administration achievement album/蔡和

昌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府, 11007 .-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12-9 (平裝) NT$300  

好香的茶/戴興達, 饒佳汶, 林作嘉, 楊

安光, 劉威德, 賴欣怡責任編輯 .-- 桃

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0-08-1 (PDF)  

守護大海的人/玉米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航港局 , 11008 .-- 48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330-

2 (精裝) NT$360  

金曲國際音樂節導覽手冊. 2021/林御

翔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370-7 

(PDF)  

流行 音樂金曲獎 專刊 . 第 32 屆 = 

Golden Melody Awards/ 林 御 翔 總 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1008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359-2 (平

裝) NT$150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

技教育學系編著; 王仁俊, 范斯淳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

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60-1-4 (PDF)  

*科學腦巨人/ .-- 初版 .-- 臺北市 : 科

技部, 110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27-8 (精裝)  

神奇的醃芥菜/戴興達, 饒佳汶, 林作

嘉, 楊安光, 劉威德, 賴欣怡責任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0-07-4 (PDF)  

書封 x 畫風: 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From paintings to book covers: the 

slashed eras of book cover design/陳奕

安, 張毓婷, 鄭婷婷, 周妙齡, 郭暉妙

撰稿 .-- 臺北市 : 史博館,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362-2 (PDF)  

原運= Saki 'imar a demak no Yin-cu-

min-cu/鉅拓科技有限公司製作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008 .-- 3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35-47-

9 (精裝) NT$120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2020 Taiwan Te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劉志成, 周子銓主編 .-- 臺北市 : 臺灣

科大, 11007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537-4-3 (平裝)  

符合環境永續之作物友善管理研討

會專刊/董耀仁, 張淑貞, 李啟陽, 陳淑

佩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

試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55-43-9 (PDF)  

國防報告書. 中華民國 110 年(漫畫

版)/中華民國 110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

委員會著; 梁紹先繪製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防部, 11010 .-- 4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6-88-8 (平裝) 

NT$100  

停看聽: 成大校園公共藝術/吳玉成

作 .-- 臺南市 : 成大藝術中心, 11007 .-

- 76 面 ;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704-3-1 (平裝)  

湯明煦: VR 臺灣-臺南虛擬實境繪圖

書= Tamas Szvet: VR Taiwan–Tainan 

virtual reality drawing book/ 湯 明 煦

Tamas Szvet[作]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

局, 11007 .-- 32 面; 32X22 公分 .-- 

ISBN 978-986-5487-28-7 (平裝)  

粢粑好好吃/戴興達, 饒佳汶, 林作嘉, 

楊安光, 劉威德, 賴欣怡責任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0-05-0 

(PDF)  

創新跨域國際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 

2021= Innovative Crossover-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 .-- 雲

林縣 : 雲林科大創設系, 11007 .-- 97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925-6-

5 (平裝)  

資通安全技術年報. 109 年/行政院國

家資 通安 全會 報技 術服 務中 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資安會報技服

中心, 110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25-8 (平裝)  

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

告. 109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農委會, 11007 .-- 723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5-44-6 (光碟片) 

NT$500  

臺 東 縣 縣 民 防 災 手 冊 = Taitung 

County disaster prevention guide/王文

清主編 .--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縣消

防局, 11007 .-- 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53-0 (平裝)  

臺 南 畫 世 代 動 畫 競 賽 動 畫 專 刊 . 

2021= 2021 Tainan animation era 

contest/黃國禮, 李雅雪, 劉千凡主編 .-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府, 11008 .-- 24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87-

31-7 (平裝) NT$150  

認識高危險妊娠: 易讀版產檢和孕期

照護手冊. 2/張晴宜, 廖婉伶劃.編輯 .-

- 臺北市 : 北市衛生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2-23-4 (PDF)  

數據分析建模的理論與實務/顏春煌, 

曾展鵬, 張嘉祜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空大,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50-9-1 (PDF)  

懷孕了要知道的事: 易讀版產檢和孕

期照護手冊. 1/張晴宜, 廖婉伶策劃.

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衛生局,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2-22-7 

(PDF)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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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大四技)國文完全攻略/李宜藍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0-548-5 (PDF)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含實習)(歷年

試題+模擬考)/陸冠奇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86-7 

(PDF)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含實習)完全

攻略/鄭祥瑞, 程昊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87-4 (PDF)  

(升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

完全攻略/李軍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7-5 (PDF)  

(升科大四技)數學(A)(歷年試題+模

擬考)/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32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20-560-7 (平裝)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

+模擬考)/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3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4-4 (平

裝)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高偉欽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0-588-1 (PDF)  

(升科大四技)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

+模擬考)/杜雅棋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49-2 (PDF)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

擬考)/黃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59-1 (PDF)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完全攻略/黃

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8-2 (PDF)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製圖

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何曜辰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0-550-8 (PDF)  

(金融證照)14 堂人身保險課業務員

資格測驗/陳宣仲, 李元富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0-579-9 (PDF)  

(金融證照)證券商業務員(重點整理+

試題演練)/金永瑩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55-3 (PDF)  

(國民營事業)物理高分題庫/千華物

理科名師群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6-8 (平

裝)  

(專技高考)職業衛生技師歷年經典

題庫總彙/陳淨修編著 .-- 第 2 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572-0 (平

裝)  

(教師檢定)素養導向: 最新國小類教

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模擬試

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62-1 

(PDF)  

108 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下, 第三、

四冊素養題典. 國文/詮達文教編輯

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教, 

11007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775-6-0 (平裝)  

110 年中油招考(公用事業輸氣類/油

料及天然氣操作類)課文版套書/高朋, 

尚榜, 劉似蓉, 蔡穎, 林柏超, 鄭祥瑞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

520-592-8 (全套:平裝)  

110 年中油招考(煉製類/安環類)課文

版套書/高朋, 尚榜, 劉似蓉, 曾禹童,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520-590-4 (全套:平裝)  

110 年中油招考(機械類)課文版套書/

高朋, 尚榜, 劉似蓉, 林柏超, 祝裕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20-

591-1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文類)課

文版套書/王志成, 李軍毅, 賴祖兒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

564-5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文類)題

庫版套書/王志成, 甄帥, 林柏超, 吳熙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6 .-- 冊 .-- ISBN 978-986-

520-553-9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工職)課

文版套書/李宜藍, 劉似蓉, 高偉欽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

569-0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工職)題

庫版套書/邱鉦倫, 劉似蓉, 杜雅棋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

582-9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課

文版套書/王志成, 李軍毅, 梁若涵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

566-9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111 年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

資類)題庫版套書/陸冠奇, 李俊毅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

563-8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

機類)課文版套書/陸冠奇, 鄭祥瑞, 程

昊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

520-568-3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

機類)題庫版套書/陸冠奇, 程昊編著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

520-567-6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餐旅群)課文版套

書/吳欣惠, 畢瑩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565-2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題庫版套

書/高芬, 畢瑩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6 .-- 冊 .-- 

ISBN 978-986-520-554-6 (全套:平裝)  

111 年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課文版套

書/黃蓉, 盧彥富, 劉得民, 蔡忻芸, 韓

森, 千均編著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0-570-6 (全套:平裝)  

2022 年初考(五等)共同科目必備套

書/楊昕, 黃永豐, 劉保羅編著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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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69-740-5 ( 全 套 : 平 裝 ) 

NT$1710  

2022 年初考(五等)會計<重點整理>

必備套書/王上達, 孫妙雪編著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86-269-741-2 ( 全 套 : 平 裝 ) 

NT$1120  

20 分鐘稱霸統測英文對話/劉妃欽, 

莊靜軒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9 .-- 2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221-3 (平裝)  

20 世紀初中國文學中之女性情誼/房

智慧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7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8-18-7 (平裝) NT$250  

3688 應用題彙編/南一書局評鑑測驗

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007 .-- 冊 .-- ISBN 978-

986-530-690-8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3688 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聽力測驗/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

研發團隊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0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683-0 (平裝附光碟片)  

Activate your english/許雪芬, 王健任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9 .-- 

冊 .-- ISBN 978-986-147-949-1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147-950-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147-951-4 

(第 3 冊:平裝)  

Advanced reading strategies. 4: 

applied(student's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1st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8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93-9 (平

裝)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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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26-0-2 (平裝

附光碟片)  

Challenging the NEW TOEIC test(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 11008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3-8 (平裝)  

Darby's 全面掌握口腔衛生學. 下, 臨

床 口 腔 醫 學 與 臨 床 口 腔 衛 生

/Christine M. Blue 作; 王奕棋, 周樺, 郭

欣瑜, 楊朝傑, 蘇致豪譯 .-- 第八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19-7-0 (PDF)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3 first 

semester/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Stephen Collier,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Duane E. Jones, William Doiron, 

Jessica Jor .-- [初版再刷]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008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6-96-2 (精裝)  

EZ100 高中地理. 第三冊: 108 課綱、

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 /周鴻海 , 

陳琳, 蘇丰啟, 胡致城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8-114-9 (平裝) 

NT$260  

e 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

本)/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 五版 .-- 高

雄市 : 林廷數學, 11007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3-9-3 (平裝) 

NT$360  

e 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中冊/林廷

熹, 林廷樂編著 .-- 六版 .-- 高雄市 : 

林廷數學, 11007 .-- 冊 .-- ISBN 978-

986-06840-0-1 (中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06840-1-8 (下冊:平裝) 

NT$500  

First Choice 內專分科詳解. 第 1 冊: 心

臟內科、胸腔內科. 2021/曾健華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 

11007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519-84-7 (平裝) NT$850  

First Choice 內專分科詳解. 第 2 冊: 腸

胃內科、肝膽內科、腎臟內科. 2021/

曾健華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007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519-82-3 (平裝) NT$700  

First Choice 內專分科詳解. 第 3 冊: 感

染科、內分泌科、新陳代謝科. 2021/

曾健華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0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519-83-0 (平裝) NT$700  

First Choice 內專分科詳解. 第 4 冊: 風

濕免疫科、血液腫瘤科. 2021/曾健華

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007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

85-4 (平裝) NT$650  

First Choice 內專分科詳解. 第 5 冊: 神

經內科、精神科、皮膚科. 2021/曾健

華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1007 .-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9519-86-1 (平裝) NT$600  

FUN ART 美感體驗/林秋萍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2-8 (平

裝)  

FUN ART 創作無限/林哲榮, 馮天文

編著 .-- 再版三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65-5 (平裝) NT$88  

FUN ART 創藝體驗/林麗雲, 曾國正, 

簡俊成, 張懿品, 林宏維, 陳上瑜, 顏

子晉編著 .-- 再版 3 刷 .-- 新北市 : 泰

宇, 110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4-2 (平裝) NT$100  

FUN 玩音樂: 解鎖音樂密碼/陳州麗

編著 .-- 初版三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33-2 (平裝) NT$150  

FUN 玩音樂: 數位音樂 Garageband/崔

熱作; 洪子硯翻譯 .-- 初版三刷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34-9 ( 平 裝 ) 

NT$120  

FUN 音樂旅行去/徐芝玲, 古乃欣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8-

66-2 (平裝) NT$113  

Fun 鬆讀心理學心智圖: 特效圖解心

理學/喬伊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8 .-- 27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4-911-6 (平裝) 

NT$380  

GEPT 初級聽力高分過/謝柏均, Ted 

Pigott 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敦煌, 

11007 .-- 冊 .-- ISBN 978-957-606-940-

6 (全套:平裝)  

GEPT 試題全攻略: 初級口說及寫作= 

GEPT practice test/施雅萍, 陳玉婷, 陳

慧淳, 彭威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007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891-9 (平裝)  

Get ready for your presentation/[文鶴編

審委員會編著 ] .-- 臺北市  : 文鶴 , 

11009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48-4 (平裝)  

Giraffeland(student book)/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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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5-2-6 (第 3 冊:平裝)  

KO 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翰版). 

國三上學期/杜昱, 江翊編著 .-- 臺中

市 : 奇鼎, 110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02-2 ( 平 裝 ) 

NT$280  

Listen up: improv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listening. 2, student's book/希伯

崙編輯團隊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8 .-- 16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41-590-8 (平裝)  

Pinocchio wee talk wee play teacher's 

manual 教師手冊. Blue B/吳彥姍, 林

佳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 

11007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892-6 (平裝)  

PISA 領航: 從閱讀理解到下筆成文/

林芳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9 .-- 1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237-4 (平裝)  

Play with ABCs: 國民小學英語低年段

跨領域活動本. 第二冊/張于玲 .-- 初

版三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134-

8 (平裝)  

Play with ABCs: 國民小學英語低年段

跨領域活動本. 第四冊/賴玉倩編著 .-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8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

133-1 (平裝)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3, 

subject time & STEAM week/writers 

Sinéad Jackson, Kimberly Gordon, 

Nathan David Richardson .-- 1st ed.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0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6-98-6 (活頁

裝)  

Success with Reading: 混合題型完勝

練 習 /authors Laura Phelps, Owain 

Mckimm .-- 1st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626-300-

033-9 (第 1 冊:菊 8K 平裝) .-- ISBN 

978-626-300-034-6 (第 2 冊:菊 8K 平

裝) .-- ISBN 978-626-300-035-3 (第 3 冊:

菊 8K 平裝)  

Target Reading: 混合題型完勝練習

/authors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Shara 

Dupuis .-- 1st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7 .-- 冊 .-- ISBN 978-626-300-030-

8 (第 1 冊:菊 8K 平裝) .-- ISBN 978-

626-300-031-5 (第 2 冊:菊 8K 平裝) .-- 

ISBN 978-626-300-032-2 (第 3 冊:菊 8K

平裝)  

Teacher's manual(blue). A/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北市 : 佳音, 

11007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8-890-2 (平裝)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7 part 

one/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 .-- 1st ed.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008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06-94-8 (活頁裝)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7 part 

two/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 .-- 1st ed.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008 .-- 2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06-95-5 (活頁裝)  

[升科大四技]程式設計實習完全攻

略/劉焱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 110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0-580-5 (PDF)  

[學習方法]這樣背更快!國考達人連

三金榜的學習關鍵 從探索→備考→

應試→上榜的完全指引/黃禕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0-581-2 (PDF)  

一次搞懂日語形容詞、動詞/張文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713-4-

6 (全套:平裝) NT$90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材教法: 108

課綱素養教導/陳麗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3-5 (PDF)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大武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Ngudradreadrekadha ka Tailailabuwan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68-9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大武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Ngudradreadrekadha ka Tailailabuwan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58-0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中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ecekadanan/國立政

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43-

6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中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ecekadanan/國立政

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31-

3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丹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vat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9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38-2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丹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vat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9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26-9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那卡那富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ari Kanakanav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1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62-7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那卡那富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ari Kanakanav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1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52-8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四季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e na 

C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22-1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四季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e na 

C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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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13-9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北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irian/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42-9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北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uvirian/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30-6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bakh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4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59-7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卡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bakh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1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49-8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多納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bakani Kongadavan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64-1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多納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bakani Kongadavan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0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54-2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西群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makazay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14-6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西群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makazay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05-4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汶水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ai’ 

nku’ Matu’uw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3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19-1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汶水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ai’ 

nku’ Matu’uw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10-8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知本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Katratripulr/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35-1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知本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za Pinuyumayan i 

Katratripulr/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23-8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拉阿魯哇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ari 

hla’alu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63-4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拉阿魯哇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ari 

hla’alu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007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53-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kinaikacedasan/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41-2 (平

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kinaikacedasan/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29-0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卓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tud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37-5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卓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itud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0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25-2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邵 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Thau a 

lalaw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61-0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邵 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Thau a 

lalawa/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0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51-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魯 凱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Ngodradrekai ka so Taromak/國立政治

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45-0 (平

裝)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東 魯 凱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Ngodradrekai ka so Taromak/國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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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33-7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e’ na C’oli Klesan Tayal/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

21-4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e’ na C’oli Klesan Tayal/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

12-2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王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dra Pinuyumayan i Puyum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15-3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王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dra Pinuyumayan i Puyuma/

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

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2-06-1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建和 卑南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da Pinuyumayan i 

Kasavak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0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16-0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建和 卑南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piningaiyan da Pinuyumayan i 

Kasavak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

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1007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07-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茂林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teldredrekane/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66-5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茂林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teldredrekane/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56-6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 排 灣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ainavaljan/國立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40-

5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南 排 灣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pinayuanan a tjinainavaljan/國立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28-

3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郡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Isbubuku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5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36-8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郡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Isbubuku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3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24-5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大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e’ 

na Plngaw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20-7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大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e’ 

na Plngawan/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11-5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 山 魯 凱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ako’oponoha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65-8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萬 山 魯 凱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ako’oponohae/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55-9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撒奇 萊雅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Sakizaya a kam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7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67-2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撒奇 萊雅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Sakizaya a kamu/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6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57-3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澤敖利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ay na S’uli Tay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18-4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澤敖利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ay na S’uli Tay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09-2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噶 瑪 蘭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sikawman na kebal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46-7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噶 瑪 蘭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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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awman na kebalan/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8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34-4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考利克泰雅語教師手冊. 第 10 階= 

ke’ na S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1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17-7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考利克泰雅語學習手冊. 第 10 階= 

ke’ na Squliq Tayal/國立政治大學原

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2-08-5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 夏 語 教 師 手 冊 . 第 10 階 = 

ka’alnoSaySiyat/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89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60-3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賽 夏 語 學 習 手 冊 . 第 10 階 = 

ka’alnoSaySiyat/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9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50-4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霧臺 魯凱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Ngudradreadrekadhane ka Veday/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

44-3 (平裝)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霧臺 魯凱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Ngudradreadrekadhane ka Veday/國立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0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2-

32-0 (平裝附光碟片) NT$5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巒群 布農語教師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banuaz/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2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39-9 ( 平 裝 ) 

NT$70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巒群 布農語學習 手冊 . 第 10 階 = 

MalasTakbanuaz/國立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1007 .-- 11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2-27-6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  

七色原木單位積木在幼兒園的應用/

楊雅涵主編 .-- 高雄市 : 浩里, 11008 .-

- 32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89587-2-2 (平裝) NT$300  

二技生解基護歷屆試題. 101-110/編

輯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及第 , 

11007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7-3-1 (平裝) NT$200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 101-110/編

輯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及第 , 

110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7-2-4 (平裝) NT$200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詳解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王祈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008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58-6 (平裝) NT$150  

大考英文考 前衝刺 16 回 (題本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GSAT/王祈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008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57-9 (平裝) NT$350  

大家一起玩教師指引手冊/林玉菁課

程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1008 .-

- 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53-

32-6 (平裝) NT$250  

大學學測寫作必備手冊: 英文寫作起

承轉合運用與寫作實戰=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

維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374-77-7 (平裝) NT$150  

中 文 真 棒 workbook. 4= Amazing 

Chinese/叶绍苹, 陈立芬,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编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008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1-8 (平裝)  

公文速成兵法/江河編著 .-- 第五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97-3 (平裝) NT$480  

公 文速 成兵 法 ( 司法 特考 )/江河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8 .-- 4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906-2 (平裝) NT$500  

公 文速 成兵 法 ( 鐵路 特考 )/江河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8 .-- 4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905-5 (平裝) NT$500  

*公司治理理論與實務/張振山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1006 .-- 27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048-9-6 (平裝) NT$350  

公司法解題書/時律師編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14-6 (平

裝) NT$580  

公民題庫攻略/洪明明編著 .-- 四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7-41-9 

(EPUB)  

王如老師的租稅申報實務破題書/王

如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007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9-6 (平裝)  

王如老師的稅務法規破題書/王如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7-50-1 (平裝)  

火災學/盧守謙, 陳承聖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36-0 (PDF)  

火災學 (含理論與實務模擬測驗題

庫)/黃再枝編授 .-- 初版 .-- 臺中市 : 

大東海開發, 11007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844-0-7 (平裝) 

NT$500  

中油僱員甄試(事務類)歷屆題庫 4 合

1. 2021/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

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007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772-7 (平裝) NT$550  

升科大四技: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歷

屆試題 /陳重銘 , 洪兆亮 , 李逸琪編

著 .-- 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4-

360-8 (平裝) NT$250  

升科大四技: 飲料實務/張朠紹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101 

 

- 4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

844-1 (平裝)  

升科大四技: 農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陳傳欣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007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818-2 (平裝)  

升科大四技: 餐飲服務技術/張朠紹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43-4 (平裝)  

升科大四技秒讀秒懂會計學考前衝

刺/張家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

岱圖書, 110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40-8-1 (平裝)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高效率總複習/陳

文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

書, 11007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40-9-8 (上冊:平裝)  

公務員法(概要)/薛進坤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35-

1 (平裝) NT$580  

*不動產估價: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

完全攻略. 111 版/蕭華強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6 .-- 6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67-6 (平

裝) NT$680  

不動產經紀人 35 天速成/陳仕弘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7-40-2 (EPUB)  

不動產經紀人四合一題庫攻略/陳仕

弘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07-43-3 (EPUB)  

心 理學 (包 括諮 商與 輔導 )/喬伊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7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10-9 (平裝) NT$660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 .-- 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8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97-76-4 (平裝) NT$580  

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攻略/三民補習

班名師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

民輔考資訊 , 110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07-29-7 (EPUB)  

化學 A 習作簿/陸冠輝, 王姵文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8-60-

0 (平裝) NT$38  

*化學國考儀分題庫大全/CHEMBOY,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

文化教育, 11007 .-- 2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781-07-6 (平裝)  

日檢 N1 熱銷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

版 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 N1/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

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010 .-- 

冊 .-- ISBN 978-986-246-629-2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1330  

日檢 N2 熱銷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

版 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 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

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009 .-- 

冊 .-- ISBN 978-986-246-630-8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1360  

日檢 N4 熱銷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

版 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 N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

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009 .-- 

冊 .-- ISBN 978-986-246-631-5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1150  

日檢比較文法及單字分類大全熱銷

套書,這套就過關: 增修版日本語文

法比較辭典+日本語 單字分類辭典/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千田

晴夫,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

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1009 .-- 冊 .-- ISBN 978-986-246-632-

2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1100  

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公共政

策)(106-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

民, 衛斌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4-31-9 (PDF)  

公職考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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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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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38-8 (PDF)  

司法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9 .-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83-6 (平裝) NT$700  

司法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81-2 (平裝) NT$700  

司法法學緒論.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10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74-

4 (平裝) NT$700  

民法概要完整試題解析 /蔡志雄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74-8 (平裝) NT$450  

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 .-- 第十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8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86-7 (平裝) NT$650  

司特: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5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09-3 (平裝) NT$600  

丙 級 電腦 軟體 應用 術科過 關 秘訣

Windows 10+Word 2016. 2021 最新版/

華成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4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03-822-9 (平裝)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張軼雄, 

洪憶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008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841-0 (平裝)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過

94 狂. 2021 最新版/楊弘意, 林益瑋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

357-8 (平裝) NT$280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

手冊. 2021 最新版/王金柱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7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58-5 (平

裝) NT$400  

犯罪預防題庫/霍華德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8-9 (平裝) NT$500  

台電僱員 2022 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

類 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林聰, 

李華, 紫彤, 楊華, Jacob Wu, 葛瑞, 栗

絲, 蘇菲, 廖國宏, 鄭瑋, 陳理, 謝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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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聞, 楊逍, 趙敏, 張承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4-44-9 (PDF)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

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6-3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

類 ( 電 機 修 護 類 )) 共 同 + 專 業 . 

2022(104-110 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7-0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

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

林聰, 李華, 紫彤, 楊華, Jacob Wu, 葛

瑞, 栗絲, 蘇菲, 鄭瑋, 陳理, 廖國宏, 謝

望民, 高聞, 楊逍, 趙敏, 張承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04-

40-1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

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8-7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

類 ( 機 械 修 護 類 )) 共 同 + 專 業 . 

2022(104-110 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

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周哲揚, 程東, 徐明, 祝裕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37-

1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

類(輸電線路維護/工程類、變電工

程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

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9-4 (平

裝) NT$450  

台灣文學史概論. 一/徐偉珍文.圖 .-- 

桃園市 : 徐偉珍,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6-1 (EPUB)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一本通/杜哲

宏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99-79-9 (平裝) NT$320  

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指引. 下冊/歐陽

德林, 周閔惠, 易常騏, 邱鴻明, 柳炯

名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8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54-7 (平裝)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翻 轉 活 動 手 札 =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歐陽德林 , 

周閔惠, 易常騏, 邱鴻明, 柳炯名, 何

晉霖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22-99-4 (上冊:平裝) NT$50  

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曾繁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8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43-6 (平裝) NT$650  

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 20 天上榜

速成/王曉瑜, 洪明明, 洪正, 夏亨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7-28-0 (EPUB)  

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三合一題

庫攻略/洪明明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7-44-0 (EPUB)  

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霸(共同科目

三合一)/鼎文名師群編 .-- 六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007 .-- 41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0793-67-3 (平裝)  

刑事訴訟法解讀大師文章/宰律師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15-3 (平裝) NT$580  

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黃博彥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8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45-0 (平裝) NT$680  

刑法概要題庫攻略/三民補習班名師

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7-45-7 (EPUB)  

刑法總則. 111 版/周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890-4 (平

裝) NT$600  

考前危機解密(英文科): 108 最新課

綱、各版本適用/趙捷編著 .-- 臺北

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48-115-6 (平

裝) NT$220  

行政法. II/黃律師編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13-9 (平裝) 

NT$650  

考前特蒐 BEST SELECTION. 2021/希

蒙, 竣韋, 杜予, 陳肯, 荷構, 齊軒, 黛

拉, 溫拿, 覺常, Juster, Hofmann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6-104-

7 (平裝) NT$610  

行政學(概要)/高凱編著 .-- 10 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9-0 (平裝) 

NT$650  

行政學大意題庫攻略/陳意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1-0 

(EPUB)  

行政學解要/張楚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7-4 (平

裝) NT$700  

行政學精論/陳真編著 .-- 第十三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10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70-6 (平裝) NT$700  

老師開講: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008 .-- 7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97-75-7 ( 平 裝 ) 

NT$580  

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 Q/撲馬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007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811-

2 (平裝)  

老師開講: 行政法/郭羿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1-0 (平裝) NT$780  

老師開講: 英文/威廉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97-56-6 (平裝) NT$500  

老師開講: 國文/林嵩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97-60-3 (平裝) NT$550  

老師開講: 憲法/霖徊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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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97-63-4 (平裝) NT$650  

老師開講刑法總則/撲馬編 .-- 八版 .-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0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810-5 (平裝) 

NT$680  

自動化概論/陳重銘, 李逸琪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819-9 (平裝)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英

文. 1/鍾震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7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129-4 (平裝) NT$200  

多媒材創作實務總複習/陳雅筑, 陳

容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

版, 11008 .-- 25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6811-1-6 (平裝)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南版). 1 上/數學

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33-112-3 (平裝) NT$220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康版). 1 上/數學

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33-111-6 (平裝) NT$220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翰版). 1 上/數學

編輯小組編著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33-113-0 (平裝) NT$220  

企業管理口訣帶著走/三民補習班名

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7 .-- 3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07-47-1 (平裝)  

考銓實用小法典/陳漢宇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8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0-

7 (平裝) NT$550  

舟衝浪艇/黃楗翔, 黃群倫, 林郁翔, 許

進智, 凃瀞方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0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5-2-6 (平裝)  

身分法一本通 /陳明珠 (侯律師 )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28-3 (平裝) NT$450  

我的人生手札/莊伯萱作 .-- 初版二

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19-6 (平

裝) NT$63  

我的藝術時代/馮天文編著 .-- 再版 .-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22-98-7 (平裝)  

技術型高中未來領航: 升學與就業指

南/呂宿菁, 許雅凱, 謝秋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9 .-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

239-8 (平裝)  

技術型高中生涯規劃活動手冊/刑志

彬, 朱惠瓊, 李孟真, 陳殷哲, 許雅凱, 

劉志文, 蔡群瑞, 謝秋雯, 嚴佳代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9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07-243-5 (平裝)  

技 術 型 高 中 英 文 影 英 補 給 站 (B

版)(學生用). 第一冊/東大英語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8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8-3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 B 習作簿/黃惠晴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88-68-6 (平裝) 

NT$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 A 習作簿/方采禾, 陳惟曦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8-62-

4 (平裝) NT$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 A 授課指引/方采禾, 陳惟曦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3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788-

61-7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B 習作簿/陳怡貞編著; 陳冠宏

修 訂  .-- 再 版  .-- 新 北 市  : 翔 宇 ,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81-5 (上冊:平裝) NT$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究奇妙(教師用)/何宸宇作 .-- 初版二

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8-5 (平

裝) NT$7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車

輛 底 盤 檢 修 實 習 = Vehicle chassis 

service and repair practice/周照棠, 李汯

緯, 粘書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8 .-- 30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295-5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遊藝台灣/董祥, 

王斐儒, 李政勳編著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88-70-9 (平裝) 

NT$7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C. 三, 隨

堂講義/林芳妃編著 .-- 臺北市 : 啟芳, 

11008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442-7-2 (平裝) NT$18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B 授課指引 . 一/謝立人 , 張克旭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2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788-

79-2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

旅英語會話 . 4(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 4/Owain Mckimm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9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4-

5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

旅業導論 . 上冊 /李宛青 , 梁育瑄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007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26-7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享樂

青春/徐芝玲, 陳潔怡編著 .-- 再版二

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3-0 (平

裝) NT$75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笑傲統測

數學 C 總複習講義詳解本/王裕閔, 林

哲民, 賴映伶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7-8 (平裝) NT$120  

近十年自然科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Past 10 years scienc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華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

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11-8 (平

裝) NT$260  

近十年社會科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Past 10 years social studies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華 逵 編 輯 部 編

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

112-5 (平裝) NT$240  

近十年英文科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Past 10 years english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華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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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09-5 (平

裝) NT$300  

近十年國文科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Past 10 years chines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華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

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08-8 (平

裝) NT$180  

近十年數學科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Past 10 years mathematics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華 逵 編 輯 部 編

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

110-1 (平裝) NT$15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110 年版/楊潔芝, 楊麗文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923-4 (PDF)  

法研所試題全解. 110/保成法研所編

輯小組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

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73-3 (平

裝) NT$600  

初等五等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

目三合一/李杰, 廖震, 王文充合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4-

1 (平裝)  

初等五等考試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

目二合一(一般行政)/胡劭安 , 太閣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93-

69-7 (平裝)  

來勝基本法分科: 公法及其相關法規

(含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1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08-5 (平裝) NT$350  

來勝基本法分科: 民事訴訴法及其相

關法規/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9-718-

4 (平裝) NT$280  

來勝基本法分科: 刑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含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

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7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16-0 (平裝) NT$320  

來勝基本法分科: 商事法及其相關法

規(含智慧財產法)/高點法商編委會

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6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26-9 (平裝) NT$320  

兒童發展與輔導(含諮商理論與心理

治療)/何薇玲編著 .-- 16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6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69-738-2 ( 平 裝 ) 

NT$600  

拆解式政治學/韋伯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8-

1 (平裝) NT$67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

務)主題式混合題庫/張庭編著 .-- 第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7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02-4 (平裝) NT$630  

社會學 Q 點申論/畢成編著 .-- 第十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 6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96-6 (平裝) NT$630  

拆彈先鋒/蔡靜玟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謳馨, 110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931-99-4 (平裝)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伊藤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8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7-2 ( 平 裝 ) 

NT$580  

*法學緒論/鄭中基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69-

0 (平裝) NT$650  

*法學緒論(警特專用)/鄭中基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4-871-3 (平裝) NT$650  

法學緒論.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10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73-7 (平

裝) NT$700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伊藤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8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6-5 ( 平 裝 ) 

NT$580  

英文/王文充編 .-- 二十一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3-68-0 (PDF)  

英文測驗題庫/林惠華編著 .-- 八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10-8 (平

裝) NT$380  

室內運動課程/吳書瑋, 宋依頻, 郭京

漢, 宋文嘉編著 .-- 初版三刷 .-- 新北

市 : 翔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5-4 (平裝) NT$63  

英文精華/張文忠著 .-- 十一版 .-- 臺

中市 : 及第, 11008 .-- 6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6667-6-2 ( 平 裝 ) 

NT$700  

英文題庫攻略/徐喬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7-42-6 

(EPUB)  

活用數學會考通. 5(H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1007 .-- 

104 面 ; 3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76-7-7 (平裝)  

活用數學會考通. 5(K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1007 .-- 

104 面 ; 3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76-6-0 (平裝)  

活用數學會考通. 5(N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1007 .-- 

104 面 ; 3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76-8-4 (平裝)  

研究所 2022 試題大補帖(英文)(108-

110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2-5 (PDF)  

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子

學 )(108-110 年試題 )/劉強 , 劉承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33-3 (PDF)  

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路

學)(108~110 年試題)/張鼎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4-34-0 (PDF)  

研 究 所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 管 理

學 )(108~110 年試題 )/楊逍 , 趙敏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35-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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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力 學 ). 

2022(108-110 年試題)/祝裕, 張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4-17-3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電研

所). 2022(108-110 年試題)/周易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26-5 (平裝) NT$5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

所). 2022(108-110 年試題)/周易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29-6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3,土木

所、環工所). 2022(108-110 年試題)/

周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24-1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4,化工

所). 2022(105-110 年試題)/周易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28-9 (平裝) NT$3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自 動 控 制 ). 

2022(108-110 年試題)/詹森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23-

4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通訊所(含工程

數學、通訊系統)). 2022(108-110 年試

題)/大碩教育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45-6 (平

裝) NT$600  

*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子 學 ). 

2022(108-110 年試題)/劉承, 劉強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4-19-7 (平裝) NT$5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路 學 ). 

2022(108-110 年試題)/張鼎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18-

0 (平裝) NT$22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磁 學 ). 

2022(107-110 年試題)/李長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

20-3 (平裝) NT$6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管 理 學 ). 

2022(108-110 年試題)/楊逍, 趙敏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7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004-36-4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

學). 2022(108-110 年試題)/林禾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30-2 (平裝) NT$6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線 性 代 數 ). 

2022(108-110 年試題)/周易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4-27-

2 (平裝) NT$5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離 散 數 學 ). 

2022(108-110 年試題)/林緯, 林立宇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0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4-43-2 (平裝) NT$500  

政治學(概要)/蘇世岳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09-2 (平

裝) NT$650  

食物學. I= Principles of food. I/朱碧貞

編著 .-- 7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25-0 (平裝)  

政治學讀本: 20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904-8 (平裝) NT$630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11-68-3 (平裝)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

67-6 (平裝) NT$190  

食品加工實習/施明智, 劉建功, 白士

緯, 陳昕怡, 蔡政融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008 .-- 3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950-4 (下冊:平裝)  

食品加工實習. 下/施明智, 劉建功, 白

士緯, 陳昕怡, 蔡政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2-7 (PDF)  

食品微生物實習/劉厚蘭, 吳定峰, 呂

昀陞, 廖竟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1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948-1 (下冊:平裝)  

食品微生物實習. 下/劉厚蘭, 吳定峰, 

呂昀陞, 廖竟宇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7-2 (PDF)  

客家本位生活領域補充教材: 一年級

上學期. 第 1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8-3 (平

裝)  

客家本位生活領域補充教材: 一年級

下學期. 第 2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9-

0 (平裝)  

客家本位生活領域補充教材: 二年級

上學期. 第 3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0-

6 (平裝)  

客家本位生活領域補充教材: 二年級

下學期. 第 4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1-

3 (平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三年級

上學期. 第 1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2-0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三年級

下學期. 第 2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3-7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五年級

上學期. 第 5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6-8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五年級

下學期. 第 6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7-5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六年級

上學期. 第 7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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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8-2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六年級

下學期. 第 8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9-9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四年級

上學期. 第 3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4-4 (平

裝)  

客家本位社會領域補充教材: 四年級

下學期. 第 4 冊/謝俊明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35-1 (平

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一年

級上學期. 首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4-6 (平

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一年

級上學期. 第一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5-

3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一年

級下學期. 第二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6-

0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二年

級上學期. 第三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7-

7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二年

級下學期. 第四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8-

4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三年

級上學期. 第五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19-

1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三年

級下學期. 第六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0-

7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六年

級上學期. 第十一冊/鍾秀鳳總編輯 .-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

25-2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六年

級下學期. 第十二冊/鍾秀鳳總編輯 .-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

26-9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五年

級上學期. 第九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3-

8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五年

級下學期. 第十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4-

5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四年

級上學期. 第七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1-

4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四年

級下學期. 第八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008 .--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2-22-

1 (平裝)  

客家本位國語科課本補充教材: 教學

小冊/鍾秀鳳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

縣 : 屏縣府, 11008 .-- 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72-27-6 (平裝)  

信託業務人員高分速成 /齊名揚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8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7-49-5 (平裝)  

科普新聞觀測站. 高中物理篇/游勝

凱, 陳昱統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31-8 (平裝) NT$75  

計量經濟學與財務工程=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許誠哲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1-4 (平裝) 

NT$550  

秒解數非/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

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684-7 (平裝) NT$120  

紀綱的刑法分則解題書/紀綱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75-5 (平裝) NT$450  

保險法爭點即時通/林予作 .-- 三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0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66-9-0 (平裝) 

NT$550  

美學應用/林盈賢編著 .-- 再版三刷 .-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88-67-9 (平裝) 

NT$100  

秒懂會考/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

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688-5 (平裝)  

流體力學(含:熱傳學)歷屆試題詳解. 

110-107 年/王立宏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19-1 (平裝) 

NT$650  

高中物理素養題本/李政廷, 李聖尉, 

邱世寬, 張雅屏, 黃建彰編著 .-- 初版

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8-0 (平

裝) NT$75  

高中數學 3A-隨堂測驗 /林溪川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007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32-8 (平裝) NT$25  

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 1/彭誠, 柏源

誠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 

110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73-4-5 (平裝)  

高中選修化學優勢評量. Ⅰ/李明鴻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2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20-5 (平裝)  

高中選修生物. III/殷琴, 亦潔作 .-- 臺

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10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73-6-9 (平

裝)  

高中選修生物透析教學講義. I, 細胞

與遺傳. 108 版/林琬亭, 陳逸凡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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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

835-9 (平裝)  

高中選修生物透析教學講義. II, 生命

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108

版/陳逸凡, 黃慧茹編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1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03-836-6 (平裝)  

高中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

林靖, 劉家齊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

科技, 110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73-2-1 (平裝)  

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 II, 力學

二與熱學/張力升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24-3 (平裝)  

哪尼!?手機也能拍電影?/高郁凱編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0-4 (平

裝) NT$150  

*高考不動產估價: 精選題庫(申論&

選擇)完全攻略. 111 版/蕭華強編著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6 .-- 

6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68-3 (平裝) NT$680  

高考各國人事制度 . 111 版/白琳編

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7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5-0 (平裝) NT$650  

家事事件法一本通/許恒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4-

5 (平裝) NT$250  

格林法則暨實踐/張文忠著 .-- 四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1007 .-- 5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7-4-8 (平裝) 

NT$620  

家政概論總複習/楊國慧, 蘇芳儀, 程

琦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

版, 11008 .-- 4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811-3-0 (平裝)  

財政學大意: 歷屆試題分章題解/張

政[編著] .-- 1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007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37-5 (平裝) NT$580  

特殊幼兒教育導論/宣崇慧, 曹純瓊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2-8 

(PDF)  

高普考公共管理混合題庫 實戰出擊. 

111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008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923-9 ( 平 裝 ) 

NT$660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 版/蕭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24-6 (平裝) NT$680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9 .-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82-9 (平裝) NT$700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79-9 (平裝) NT$700  

高普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1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8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919-2 (平裝) NT$650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丁秀娥, 施明智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008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949-8 (下冊:平裝)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下/丁秀娥, 施明

智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63-4 (PDF)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

蛋糕西點、餅乾)/文字復興編輯小組

編 著  .-- 七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41-2 (PDF)  

高普特考財政學(含概要)/平心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8-

9 (平裝)  

高普題庫公共管理關鍵焦點命題解

方與知識圖解. 111 版/黎安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4-3 (平

裝) NT$550  

笑傲統測數學 B 總複習講義詳解本/

林哲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74-7 (平裝)  

破解實務: 征霸公司法核心概念/翔

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007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06-1 (平裝) NT$380  

破解實務: 征霸憲法核心概念: 權力

分立/嶺律師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0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36-8 (平裝) NT$380  

展演實務、音像藝術展演實務專二

題庫解析完全攻略/邱成順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009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93-7-

6 (平裝) NT$430  

高點圖解式法典: 解構保險法/張一

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4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12-2 (平裝) NT$450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公法法規(含

財稅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18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07-8 (平裝) NT$550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民事法規(含

勞動社會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 16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269-717-7 (平裝) NT$580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刑事法規(含

法律倫理)/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10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11-5 (平裝) NT$450  

高點體系式分類六法: 商事法規(含

智慧財產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 8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27-6 (平裝) NT$4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1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110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799-3 (平裝) NT$3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2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110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0-6 (平裝) NT$3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3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110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1-3 (平裝) NT$3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4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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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2-0 (平裝) NT$3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5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110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3-7 (平裝) NT$3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6 年級/數學資優

班教研會編著  .-- 臺南市  : 光田 , 

110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4-4 (平裝) NT$320  

國小精選實用作文/國小作文教研會

編著 .-- 第 4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008 .-- 19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481-805-1 (平裝) NT$22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3 上/一

中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 

110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03-9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3 上/李

順興, 沈招馨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00-8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3 上/劉

慕依, 奕昕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04-6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3 上/鄧

方, 蔡喆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

鼎, 11007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45-98-6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3 上/張

亭婕, 李明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05-3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3 上/劉

珮昕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45-96-2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3 上/郭

金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45-97-9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3 上/羅

久芳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9-01-5 (平裝) NT$2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3 上/陳

妍心編著 .-- 臺中市 : 奇鼎, 110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45-

99-3 (平裝) NT$20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林嵩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57-3 ( 平 裝 ) 

NT$53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58-0 (平

裝) NT$530  

國文(作文/測驗)解題攻略/簡正崇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44-3 (平裝) NT$600  

國文(含公文格式用語)/李杰編 .-- 二

十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5-8 (PDF)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8 .-- 5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07-9 (平裝) NT$600  

國中三年級 . 1, 自然/陳鎮州 , 林靖

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1008 .-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073-3-8 (平裝)  

國中生活科技講義. 2 上/林志軒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131-7 (平裝)  

國中專業國文通論/李楓編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903-1 (平裝) NT$550  

國文閱讀文選/林兆君, 林淑慧, 鄭慧

敏編著; 林淑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9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5-1 (第

2 冊:平裝)  

國文閱讀文選/丁肇琴, 林淑慧編著; 

林淑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6-8 (第 4 冊:平裝)  

國文題庫攻略/劉義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7-32-7 

(EPUB)  

國 民 小 學 課 本 Hooray. 第 二 冊 = 

Hooray student book. 2/英語領域編輯

團隊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128-7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五冊, 三年

級上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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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130-0 (平裝)  

基本電學. 111 版/鄭奇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899-7 (平

裝) NT$680  

現行考銓制度/韋恩編著 .-- 第五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95-9 (平裝) NT$50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暨各國

人事制度三合一申論題庫精解/常亮

編著 .-- 3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7 .-- 67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918-5 (平裝) NT$680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

法)/楊易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9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893-5 (平裝) 

NT$660  

國考英文一級棒/英銘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5-8 (平裝) NT$580  

教育哲學(高普考專用)/羅正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7 .-- 5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00-0 (平裝) NT$600  

教育哲學(教甄、教師資格考專用)/

羅正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007 .-- 5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901-7 ( 平 裝 ) 

NT$600  

康版 i 學習. 公民(教師用). 1/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69-

0 (平裝) NT$150  

康版 i 學習. 公民(教師用). 5/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76-

8 (平裝)  

康版 i 學習. 公民. 1/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008 .-- 72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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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11-70-6 (平裝) 

NT$150  

康版 i 學習. 公民. 5/ .-- 初版 .-- 臺南

市 : 鼎甲文教, 11008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11-75-1 (平裝)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1/ .-- 初

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71-

3 (平裝) NT$275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1/ .-- 初版 .-- 臺

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72-0 (平裝) 

NT$275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11-73-7 (平裝) NT$190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 上/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11-

74-4 (平裝) NT$190  

這是一本公司法類型化解題書/果殼, 

孫善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72-4 ( 平 裝 ) 

NT$450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71-7 ( 平 裝 ) 

NT$450  

這是一本法院組織法解題書/黃韡誠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10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73-1 (平裝) NT$450  

設計思考玩貼圖/林盈賢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8-69-3 (平

裝) NT$150  

統計學(含概要)歷屆試題詳解= Past 

public examinations in statistics and 

solutions/許誠哲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3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9-731-3 (平裝) 

NT$480  

統計學. 111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8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4-872-0 (平裝) 

NT$680  

康軒自然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評量

中心自然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9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7-

0 (平裝) NT$390  

康軒社會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評量

中心社會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9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4-

9 (平裝) NT$390  

康軒英語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評量

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9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8-

7 (平裝附光碟片) NT$360  

康軒國文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評量

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9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5-

6 (平裝) NT$370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試

題精解). 111 版/羅林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59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922-2 (平裝) 

NT$650  

康軒數學 3800plus 應用題彙編/評量

中心數學科試題研發小組編寫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9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6-

3 (平裝) NT$270  

救援先鋒: 全球反恐部隊/鄭繼文, 沈

振宇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82-2 (平裝) NT$50  

捷運招考邏輯分析(含數理邏輯)重

點整理 精選考題. 2022 年/柳威廷, 吳

憶如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0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71-0 (平裝) NT$300  

麻辣地科麻辣複習講義/自然科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009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929-4 (平裝) NT$250  

情緒地圖/黃志傑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謳馨, 11010 .-- 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55-0-2 (平裝)  

國際金融(含概要)/平心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3-4 (PDF)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程瑋

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008 .-- 7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917-8 (平裝) NT$650  

貨幣銀行學/何薇編著 .-- 第十七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892-8 (平裝) NT$630  

貨幣銀行學(概要)/蔡經緯編著 .-- 2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2-

1 (平裝) NT$650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 A 普通化學與無

機化學/荷澄化學作 .-- 第 2 版 .-- 臺

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007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08-3 (平

裝)  

國營事業 2021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資訊類)共同+專業(104-109

年試題)/Jacob Wu, 吳鋼, 李華, 林偉, 

栗絲, 張逸, 陳峻楓, 程功, 紫彤, 楊華, 

羅文,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4-39-5 (PDF)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叠叠乐/

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

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574-82-6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图形运

动/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4-81-9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数感小

尖兵/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80-2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千变万

化/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4-84-0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分装与

平分/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86-4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豆豆圆

舞曲/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83-3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位值、

猜数、凑数/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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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89-

5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奇妙的

图形/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91-8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宴客的

心思/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85-7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堆栈工

程师/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90-1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推理数

独/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4-88-8 (平裝)  

超脑麦斯 STEAM 数学思维: 骰子密

码/谢荣利总编辑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4-87-1 (平裝)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劉

子靖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59-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80  

植物保護實習/楊秀珠, 蔣永正, 黃珮

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947-4 (下冊:平裝)  

植物保護實習. 下/楊秀珠, 蔣永正, 黃

珮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68-9 (PDF)  

稅務法規大意測驗題精解 /施敏編

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39-9 (平裝) NT$580  

勞動社會法題型破解/爾畢特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7 .-- 5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98-

9 (平裝) NT$550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

領域生活科技/張彤萱, 劉謦儀, 陳和

寬, 林湧順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1007 .-- 1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491-9-4 (平裝)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練愛這

堂課/許麗芳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01-1 ( 平 裝 ) 

NT$75  

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地圖集. 第二冊

/三民地理編輯小組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33-

6 (平裝)  

普通型高中地理探究力活動手冊. 第

二冊/朱朝君, 陳右融, 許先媜, 蔡雅涵, 

謝定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9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32-9 (平裝)  

普通型高中地理閱讀素養題本. 第二

冊/王建今, 王瑋霙, 洪佩鈺, 高培根, 

蔡雅涵, 藍冠傑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34-3 (平裝)  

普通型高中地理學習攻略習作. 第二

冊/楊嵐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009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238-1 (平裝)  

普通型高中全試線英文. 第三冊/王

淑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0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4-5 (平裝)  

普通型高中科普新聞觀測站. 生物篇

/紀荷玫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43-1 (平裝) NT$6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二冊/

林曉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9 .-- 2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236-7 (平裝)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 第五冊/

周彩蓉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008 .-- 2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227-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物說圖/李艾

陵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20-2 (平裝) NT$8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素養題本/李明勳, 張威進, 趙君

傑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07-3 (平裝)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習作簿/鐘裕霖, 張永佶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6-4 (平

裝) NT$12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素養題本/張立宜, 陳慧君, 陳維

倫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16-5 (平裝) NT$8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習作簿/李艾陵, 朱純葿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10-3 (平

裝) NT$6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素養題本. III,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洪瑞和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5-7 (平裝) NT$6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素養題本. IV,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洪瑞和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30-1 (平裝) NT$8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習作簿. I, 物質與能量/林怡

慶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14-1 (平裝)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習作簿.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林怡慶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9-5 (平裝)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習作簿. III, 化學反應與平

衡一/泰宇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45-5 ( 平 裝 )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習作簿. IV, 化學反應與平

衡二/泰宇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24-0 ( 平 裝 )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素養題本. III, 動物體的構

造與功能/陳維倫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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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027-27-1 ( 平 裝 )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授課指引. IV, 生態、演化

與生物多樣性/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

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委員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3-3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

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132-4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授課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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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21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027-35-6 (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A+課堂講義. V, 電磁現象

二與量子現象/邱世寬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21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027-41-7 (平裝) 

NT$31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A+課堂講義詳解本. V, 電

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邱世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48-6 (平

裝) NT$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物理說圖. II, 力學二與熱學

/顏宏聿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50-9 (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物理說圖. III, 波動、光及

聲音/孫秉文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38-7 ( 平 裝 )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物理說圖. V, 電磁現象二與

量子現象/孫秉文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8 .-- 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13-4 ( 平 裝 )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素養題本. V, 電磁現象二與

量子現象/溫中承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027-11-0 ( 平 裝 ) 

NT$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實驗紀錄簿. Ⅰ, 力學一/顏

宏聿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52-3 (平裝) NT$3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授課指引. 第二冊/林玉惇, 吳嵐婷, 王

統新, 洪志瑋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9-7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

數學乙授課指引. 上冊/林鈺傑, 林玉

惇 , 葉東進編著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15-8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

數學甲授課指引. 上冊/林鈺傑, 林玉

惇 , 葉東進編著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22-6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教師

手冊.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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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45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30-685-4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

生活 音樂應用授課指引/梁啟慧, 李

睿瑋, 林育誼, 簡孟頤, 謝宗翰, 蘇兆

民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06-6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西洋

音樂史手札/巫貞萱, 徐芝玲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12-7 (平裝) NT$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高中

音樂: 享樂青春. 上冊/李睿瑋編著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05-9 (平裝) NT$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高中

音樂: 享樂青春. 下冊/李睿瑋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32-5 (平裝) NT$50  

普通型高級中學.社會領域年表看歷

史= History chronicle/泰宇編輯群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53-0 (第 2 冊: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授課指

引/呂嘉興, 高貫洲, 張永佶, 黃榮伸, 

趙君傑, 鐘勇庭編著委員; 張一知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47-9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活動紀錄簿. I, 細胞與遺傳/林元

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

編著委員 .-- 三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40-0 (平裝) NT$63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習作簿.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

能/朱純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007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49-3 (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I, 生命的起源

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林元露, 童

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 王秀觀編著委

員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

18-9 (平裝) NT$63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II, 動物體的

構造與功能/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委員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7-42-4 (平裝) 

NT$75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V, 生態、演

化與生物多樣性/林元露, 童禕珊, 林

峻緯, 王秀觀, 趙振寰編著委員; 張永

達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37-0 (平裝) NT$50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授課指引. I, 細胞與遺傳/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

委 員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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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39-4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生物授課指引.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委員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1-9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物理說圖. I, 力學一/孫秉文編

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46-2 (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學科

學 領 域 生 活 科 技 學 生 實 作 手 冊 = 

Living technology/李佳恩, 賴冠呈, 曹

朱榜編著 .-- 初版再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0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2-97-0 (平裝) NT$125  

普通型高級中學歷史學習歷程實作

手冊. 一/趙祐志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51-6 (平裝) NT$63  

普通高級中學 FUN 謬思客/莫啟慧等

編 著  .-- 再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0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27-17-2 (平裝) NT$125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

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實驗一把

罩/許靖松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36-3 (平裝) NT$63  

普通高級中學自然領域生物探討活

動紀錄簿/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

振寰, 于小雅, 林峻緯編著委員 .-- 二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7-28-8 (平

裝) NT$63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

環境/王乾盈, 王作台, 呂凌霄, 陳台琦, 

曾仁佑, 董家鈞, 錢樺, 黃文正, 李文

禮, 翁雪琴, 紀鑾鶯, 吳昌任, 林詩怡, 

游大立, 吳秉勳, 呂靜葉, 江玉燕, 陳

明宏, 卓凱莉 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7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03-815-1 (平裝)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透析教

學講義: 地質與環境/江玉燕, 鄭可萱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3-812-0 (平裝)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張國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943-

6 (平裝)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張國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64-1 (PDF)  

插畫家教你超速出圖/羅佑庭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8-64-8 (平

裝) NT$63  

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 /程樂編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1007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1-809-9 (平裝) NT$750  

新!快速銜接基礎英文/東大英語編輯

小組彙整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0-6 (平裝)  

新一代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

閱 讀 與 翻 譯 パ ワ ー ノ ー ト Power 

Note/図書之介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8 .-- 3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2-4 (平裝)  

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

學寶典/林佳蓉, 林秋瑞, 曾玉瓶, 林紫

茵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007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89-4 (平裝)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

學寶典/耿立虎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7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88-7 (平裝)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

學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邱佳椿, 林

孟郁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1008 .-- 4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8-6 (平裝)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C 高手精選題

庫含解析/謝家豪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7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0-0 (平

裝)  

電子學(概要). 111 版/鄭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898-0 (平

裝) NT$650  

電工機械(含實習)(歷年試題+模擬

考)/程昊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551-5 (PDF)  

當代軍事科技翻轉活動手札/高嘉鴻

編 著  .-- 三 版  .-- 新 北 市  : 翔 宇 , 

110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83-9 (平裝) NT$38  

解析文法試題/張文忠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007 .-- 4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7-5-5 (平裝) 

NT$500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008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1-

462-3 (第 14 冊:平裝) NT$150  

會計事務-資訊項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 , 盧奕 ,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

輯  .-- 第 七 版  .-- 臺 北 市  : 啟 芳 , 

11007 .-- 5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442-6-5 (平裝) NT$720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 版/蕭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20-8 (平裝) NT$680  

會計師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1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8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921-5 (平裝) NT$650  

會計學/郝強編著 .-- 第二十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60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916-

1 (平裝) NT$650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解題攻略/陳

世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0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3-8 (平裝) NT$580  

會計學. III, 素養教學講義/劉美君, 徐

細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

書, 110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68-0-6 (平裝)  

新時代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與資

訊類題庫必通解析/北科大檢定研究

室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1007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4-8 (平裝)  

資訊科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徐

明志, 鄭斌用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008 .-- 2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818-83-8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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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別冊/張啟中, 郭再興, 林光

耀, 王俊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30-4 (平裝)  

會展管理概論/謝碧鳳, 林彩蕙, 李琇

玲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0-6-0 (PDF)  

農產運銷及供運銷實務/齊方編 .-- 六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9-6 (平

裝)  

遊程規劃實務/鍾任榮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44-3 (下冊:

平裝)  

遊程規劃實務. 下/鍾任榮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65-8 (PDF)  

路跑筆記/陶以哲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謳馨, 11010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55-1-9 (平裝)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

教本. 2021 版/林文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00-5 (PDF)  

電腦輔助工業產品設計及實作/王松

浩, 尤瑞雅, 貝德杰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73-3 (PDF)  

電器安全/蔡朝洋, 陳嘉良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23-

6 (平裝) NT$413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六合一題庫

攻略/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0-3 

(EPUB)  

經濟學/蘇文編著 .-- 十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7-34-1 (EPUB)  

經濟學(概要)/張政博士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725-

2 (平裝) NT$650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考試輔導教

材/苗新雨編 .-- 臺中市 : 專業全民英

檢, 110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65-38-5 (平裝)  

當攝影變成生活/高郁凱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03-5 (平

裝) NT$150  

銀行專業科目歷屆試題/三民補習班

名師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3-4 (EPUB)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吳來信, 張玲如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空 大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0-3-9 (PDF)  

管理學題庫申論題型完全攻略/管尚

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8 .-- 

2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93-

77-2 (平裝)  

圖解火災學/盧守謙, 陳承聖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37-7 (PDF)  

圖解式法典: 解構刑法/辰律師, 旭律

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7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269-733-7 (平裝) NT$580  

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 第 1 冊/朱

正康編著 .-- 修訂 2 版 .-- 新北市 : 建

興文化, 11007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400-5 ( 平 裝 ) 

NT$350  

圖解長期照顧/梁鎧麟, 詹弘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55-9 (PDF)  

圖解烘焙食品丙級檢定(麵包、蛋糕、

餅乾)學術科考照秘笈/陳春容, 鄭嘉

慶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009 .-- 4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06493-8-3 (平裝) NT$480  

慢慢 FUN 輕鬆/葉怡君作 .-- 初版二

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2-96-3 (平

裝) NT$100  

熱力學(含:熱傳學)110-107 年歷屆試

題詳解/王力宏編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007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9-730-6 (平裝) 

NT$580  

*儀分王牌: 讓儀分成為你的王牌= 

Instrumental analysis/CHEMBOY, 黃瑞

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

教育, 11007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09-0 (平裝)  

數位科技/宋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7-46-4 (平

裝)  

數 理化 通俗 演義 (盒 裝新版 )/梁衡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008 .-- 

冊 .-- ISBN 978-986-178-558-5 (全套:

平裝) NT$650  

練習試題-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

意門: 專一 3in1 超複習. 2022 最新版/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76 面; 38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34-2 (平裝) 

NT$140  

練習試題-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

意門: 專一造形原理超複習. 2022 最

新版/全華評量中心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 11007 .-- 40 面 ; 

38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27-

4 (平裝) NT$100  

練習試題-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

科/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8 .-- 44 面; 

3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37-

3 (平裝)  

練習試題-丙級烘焙食品技能檢定學

科/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36 面; 

3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13-

7 (平裝)  

課程教學與評量/黃天編著 .-- 八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5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4-

912-3 (平裝) NT$650  

數學大師 .總複習開講/謝榮利總編

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574-76-

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74-

77-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574-78-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74-79-6 (第 4 冊: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1 冊. 段一/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6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3-5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1 冊. 段二/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6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4-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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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1 冊. 段三/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5-8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3 冊. 段一/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2-7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3 冊. 段二/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3-4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3 冊. 段三/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5-9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4 冊. 段一/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6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6-6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4 冊. 段二/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6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7-3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4 冊. 段三/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4-1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5 冊. 段一/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8-0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5 冊. 段二/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69-7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5 冊. 段三/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0-3 (平裝)  

數學大師段考精選. 第 6 冊. 段一/謝

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

教育科技, 110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4-71-0 (平裝)  

數學素養精選 101/蘇神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7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691-5 (平裝)  

閱讀好好玩/洪憶慈編寫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7 .-- 冊 .-- ISBN 978-

986-5547-54-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55-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56-1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47-57-8 (第 4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47-58-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59-2 

(第 6 冊:平裝)  

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 國

小中年級課程. 1/李永貞, 陳愫儀, 陳

人豪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689-2 (平裝) NT$220  

歷史究有趣/藍馨怡作 .-- 初版三刷 .-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788-63-1 (平裝) 

NT$75  

歷史旅遊 GO/藍馨怡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88-72-3 (平裝) 

NT$75  

機車考照全攻略/金時代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時

代文化, 11008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36-48-4 ( 平 裝 ) 

NT$160  

機車駕照應考手冊(中/英文版)/陳永

親主編 .-- 新北市 : 陳永親, 11007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01-1 (平裝)  

機車駕照應考手冊(中越文版)/陳永

親主編 .-- 新北市 : 陳永親, 11007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091-5 (平裝)  

歷屆會考精選試題/南一書局評鑑測

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7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686-1 (平裝) 

NT$30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司法特考專

用)/劉沛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8 .-- 57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4-915-4 (平裝) 

NT$60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高普考專

用)/劉沛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8 .-- 57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4-913-0 (平裝) 

NT$60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警察特考專

用)/劉沛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8 .-- 57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4-914-7 (平裝) 

NT$600  

學科制霸. 英文(A 版)/吳秀蘭, 柴怡萱, 

張心瑜, 康恩寧, 黃怡君, 楊慧君, 潘

旻悧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9-9 (第 5 冊:平裝)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10 學年度/謝政達, 蔡亦涵, 李璿, 吳

國良, 葉士肇, 夏蕙蘭, 陳懷如, 周建

儒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

基金會, 11007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9-7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10 學年度/謝政達, 陳俊佑, 林心捷, 

廖淑雯, 林東霆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1007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8-0 (平

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10 學年度/謝政達, 林秀慧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007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14-6-6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10 學年度/謝政達, 潘莉瑩, 曾佩芬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1007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5-9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考科. 

110 學年度/謝政達, 陳慧美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10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14-7-3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自然考

科. 111/王宇, 許人聰, 李國禎, 陳琳, 

周欣, 陳捷, 黃偉, 賴方, 趙臨軒, 蔡任

圃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869-3-7 (平裝) NT$145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社會考

科. 111/徐明軒, 林全, 劉河北, 葉施平, 

余紫瑛, 蘇信宇(信長)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869-5-1 ( 平 裝 ) 

NT$145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英文考

科. 111/張翔, 林名祐, 施霈合著 .-- 新

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69-4-4 (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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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國文考

科. 111/彭元岐, 許清龍, 伍湘芬, 王競

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10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869-2-0 (平裝) NT$130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數學 A

考科. 111/王擎天, 劉豪, 李瑞, 傑哥, 

孫唯洺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869-0-6 (平裝) NT$115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數學 B

考科. 111/王擎天, 劉豪, 李瑞, 傑哥, 

孫唯洺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869-1-3 (平裝) NT$115  

選修物理.III, 波動、光及聲音 實驗

一把罩/湯郁然編著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泰宇, 11007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27-44-8 (平裝) 

NT$125  

學習式六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4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28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32-0 (精裝) NT$850  

學測化學嘿皮書/李振瑋編著 .-- 臺北

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7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113-2 (平

裝) NT$460  

導遊 /領隊實務 /陳偉隆 , 龍玉雲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7-35-8 (第 1 冊:平裝)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陳亦凡編 .-

- 十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8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07-48-8 (平裝)  

導遊領隊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

師群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7 .-- 4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8-9 (平裝)  

導遊領隊實務/陳毅弘, 劉力編 .-- 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07-37-2 (第 2 冊:平裝)  

縱橫政治學. 111 版/黃靖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78-2 (平

裝) NT$660  

總體經濟學/劉邦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742-9 (平裝) 

NT$480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檢定完勝攻略. 2021 版/蕭中剛, 劉鈞

傑, 鄭技師, 賴秋琴, 徐英洲, 江軍, 葉

日宏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926-5 (PDF)  

翻轉人生: 當代人物典範/陳美綨, 徐

雅雯, 黃昭元, 陳怡螢編著 .-- 初版三

刷 .-- 新北市 : 翔宇, 110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6-1 (平

裝) NT$69  

證券交易法規與實務搶分小法典/三

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7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07-36-5 (平

裝)  

藝起動手做/傅斌暉, 蔡紫德, 李雅妍, 

李慧潔, 廖思婷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翔宇, 11008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8-71-6 (平裝) NT$75  

藝術生活設計師= Art designer of life/

傅斌暉, 曹筱玥, 鄭茜文, 楊婷如, 蔡

孟恬作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0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22-95-6 (平裝) NT$75  

關務特考 2022 試題大補帖(法學知

識)(103-110 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

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4-21-0 (PDF)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 (法學知識). 

2022(103-110 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7 .-- 3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04-22-7 (平裝) NT$400  

關稅(務)法規(含概要)/胡劭安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6-

5 (平裝)  

警特: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5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14-908-6 (平裝) NT$600  

寶島新視野. 地理篇/顏嘉琪, 楊懿萱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翔 宇 , 

11007 .-- 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0788-80-8 (平裝) NT$75  

警專入學考試: 1000 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5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97-71-

9 (平裝) NT$400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

公式/張力升, 陳中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007 .-- 5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597-69-6 (平裝) NT$400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李安

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27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97-72-6 (平

裝) NT$250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

62-7 (平裝) NT$720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7 .-- 7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70-

2 (平裝) NT$580  

警專國文/田丹編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5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9-8 (平

裝) NT$580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

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11 版/程

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7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4-877-5 (平裝) NT$680  

警察行政法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

點完全攻略. 111 版/陳治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8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880-5 (平

裝) NT$700  

警察考試: 知識圖解-刑法. 111 版/周

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894-2 (平裝) NT$680  

警察法規. 111 版/洪森, 陳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891-

1 (平裝) NT$660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程譯編 .-- 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116 

 

版, 11007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59-7 (平裝) NT$800  

警察法規概要/程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55-9 (平裝) NT$720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郭羿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7 .-- 5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54-2 ( 平 裝 ) 

NT$550  

警察法學緒論.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10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75-

1 (平裝) NT$700  

警察英文一級棒/英銘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64-1 (平裝) NT$580  

警察勤務重點速讀秘笈/程譯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7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74-0 ( 平 裝 ) 

NT$650  

鐵路法學緒論.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7 .-- 10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876-

8 (平裝) NT$700  

觀光餐旅業導論奪分寶典/文字復興

編輯小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

復興, 11007 .-- 4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493-6-9 (平裝) NT$480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劉碧雯, 

劉清華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宥宸

文化, 110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34-51-4 ( 下 冊 : 平 裝 ) 

NT$290  

兒童讀物 

0 歲啟蒙書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

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773-77-4 (全套:平裝) 

NT$400  

0 歲啟蒙書: 比一比/小紅花童書工作

室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3-

6 (平裝) NT$100  

0 歲啟蒙書: 找一找/小紅花童書工作

室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4-

3 (平裝) NT$100  

0 歲啟蒙書: 找不同/小紅花童書工作

室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5-

0 (平裝) NT$100  

0 歲啟蒙書: 躲在哪/小紅花童書工作

室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6-

7 (平裝) NT$100  

A piece of cake/by Beat Eisele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232-

3 (平裝)  

Ca'enot 記 憶 /Sumi Ifi' 黃 士 美 主 編 ; 

Iping Lapic 伊斌 喇碧梓繪圖 .-- 初

版 .-- 花蓮縣 :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

發展學會, 110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59-7-2 ( 精 裝 ) 

NT$400  

ESL language arts(workbook). 7/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Frank Lenihan .-- 1st ed. .-- 臺

北市 : 何嘉仁, 11008 .-- 20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006-97-9 (平裝)  

ESL language arts. 7/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Frank Lenihan .-- 1st ed. .-- 臺北市 : 何

嘉仁, 11008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06-99-3 (精裝)  

FOOD 超人唐詩.三字經.弟子規語文

啟蒙平板電腦/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64-

2 (精裝)  

I can feel it/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Luck Semple .-- 臺北市 : 敦煌, 11008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

942-0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1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0-0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1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1-7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2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2-4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2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3-1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3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4-8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3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凱撒

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6-225-5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4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6-2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4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7-9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5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8-6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5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29-3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6A/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30-9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6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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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31-6 (平裝)  

Language arts activity book. 

starter/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4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6-219-4 (平裝)  

Meditation & practises/author Jean-

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諾菲工作

室,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20-1-4 (PDF)  

O kimana' no Kaemangay no Pangcah, 

saka 2 a rorong= 阿美族兒童文學作品

集 . 第 二 輯 /Sumi Ifi' 黃 士 美 主 編 ; 

Lakaw Hekaw 林秀姬, Iping Lapic 伊斌 

喇碧梓繪圖 .-- 初版 .-- 花蓮縣 : 台灣

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11008 .-- 

冊 .-- ISBN 978-986-93459-9-6 (全套:

精裝) NT$1100  

Rakat no 'orip 生命歷程/Sumi Ifi'黃士

美主編, Iping Lapic 伊斌 喇碧梓繪

圖 .-- 初版 .-- 花蓮縣 : 台灣阿美族語

言永續發展學會, 110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59-8-9 (精裝) 

NT$400  

Raradiwen 你在唱什麼歌?/Sumi Ifi'黃

士美主編 ; Lakaw Hekaw 林秀姬繪

圖 .-- 初版 .-- 花蓮縣 : 台灣阿美族語

言永續發展學會, 11008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59-6-5 (精裝) 

NT$300  

Ruby explores/by Beat Eisele .-- 2nd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007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233-

0 (平裝)  

Tree house/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Julia Castaño .-- 臺北市 : 敦煌, 11008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

941-3 (平裝)  

X 尋寶探險隊. 32, 冒險王西格.波東: 

西班牙.水手.異世界/李國權作; 太陽

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

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8-37-3 (EPUB)  

「幽靈貓福子」系列 /廣嶋玲子文; 

薔薇松瞳圖; 王蘊潔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5593-67-4 (全套:平裝) NT$960  

一 道 牆 / 強 卡 羅 . 馬 可 利 (Giancarlo 

Macri), 卡 羅 莉 娜 . 札 諾 提 (Carolina 

Zanotti)文; 毛洛 .薩科(Mauro Sacco), 

艾麗莎.瓦拉聖諾(Elisa Vallarino)圖; 

倪安宇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4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83-8 (精裝附光碟片)  

八連溪謝謝你/簡睿達, 張綵宸, 藍宇

皓, 羅晟維, 鄭筠潔, 陳思妍, 楊惟喆, 

謝宓妍, 鄭歆霓, 林子翔, 林郁家, 謝

承儒, 羅柏崴, 魏紹芸, 賴亮語, 鄭亦

翔, 簡佑芯, 潘妍均, 楊蕙羽, 花可芯, 

陳臻, 謝懷樂, 林子宸, 簡語萱, 鄭丞

佑圖.文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三芝幼

兒園, 11007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12-0-7 (精裝)  

十萬個為什麼/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8-2 ( 平 裝 ) 

NT$280  

人類圖鑑: 從外貌到文化的多樣性圖

解大全/Iroha 編輯部作; 間芝勇輔繪;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88-3 (PDF)  

人類圖鑑: 從外貌到文化的多樣性圖

解大全/Iroha 編輯部作; 間芝勇輔繪;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89-0 (EPUB)  

小 小 的 善 意 / 法 蘭 西 絲 卡 . 皮 隆

(Francesca Pirrone)文.圖; 柯乃瑜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85-

2 (精裝附光碟片)  

小 公 子 / 法 蘭 西 絲 . 霍 森 . 柏 納 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作; 鄭淑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07-3 (EPUB)  

小牛龍 我就是髒髒的/瑪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94-1 (精裝) 

NT$320  

三角龍 哼哼!我生氣氣/瑪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84-2 (精裝) 

NT$320  

小房子找家人/皮蕾特.羅德文.圖; 張

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 .-- 臺中市 : 暢

談國際文化, 11009 .-- 37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09-88-3 (精裝附光

碟片)  

小冠龍 不要 我要自己玩/瑪妮莎著 .-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92-7 (精裝) 

NT$320  

小厚頭龍 討厭 一點也不好笑/瑪妮

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96-5 (精

裝) NT$320  

小厚頭龍 討厭!一點也不好笑/瑪妮

莎 文  .-- 二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1007 .-- 36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3-5 (精裝) NT$320  

大家一起玩泥巴/張秀毓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6-83-8 (PDF)  

小恐龍情緒繪本. 第一輯/瑪妮莎著 .-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773-90-3 ( 全 套 : 精 裝 ) 

NT$1920  

小恐龍情緒繪本. 第一輯(6 繪本+6 拼

圖+益智遊戲本+恐龍塗色本)/瑪妮

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773-98-9 (全套:精裝) 

NT$2219  

小恐龍情緒繪本. 第二輯/瑪妮莎著 .-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773-97-2 ( 全 套 : 精 裝 ) 

NT$1920  

小恐龍情緒繪本. 第二輯(6 繪本+6 拼

圖+益智遊戲本+恐龍塗色本)/瑪妮

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773-99-6 (全套:精裝) 

NT$2219  

小鳥和鱷魚/鄧正褀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0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657-5 (精裝) 

NT$280  

小象帕歐繪本/仲川道子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

986-0773-72-9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2178  

小棘龍 我有說對不起啊/瑪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93-4 (精裝) 

NT$320  

小矮人的歡樂夜/瑪麗亞.楊森圖.文; 

蔡季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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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96-24-7 (EPUB)  

大衛威廉幽默成長小說. 7-12/大衛.

威廉(David Walliams)作 ; 東尼 .羅斯

(Tony Ross)繪; 鐘岸真, 高子梅, 黃筱

茵, 謝雅文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009 .-- 冊 .-- ISBN 978-626-7009-

48-2 (全套:平裝) NT$2150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小禾心理研究所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6803-6-

2 (全套:平裝) NT$1140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小禾心理研究所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03-7-9 (PDF)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小禾心理研究所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03-9-3 (EPUB)  

小翼龍 我丟媽媽收 不可以嗎/瑪妮

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91-0 (精

裝) NT$320  

少了我,世界多麼冏/鄭倖伃, 顏樞, 王

致凱文; 陳虹伃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535-922-5 (全套:精裝) NT$550  

反正都可以到嘛!/張筱琦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49-4 (EPUB)  

牛屁飛天船西班牙尋寶記/黑蘇斯.卡

葉何作; 劉律綺譯 .-- 臺中市 : 佳台書

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63-3-5 (PDF)  

牛屁飛天船西班牙尋寶記/黑蘇斯.卡

葉何作; 劉律綺(Concha Liu)譯 .-- 臺

中市 : 佳台書店, 11008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3-4-2 (平裝)  

牙 套 日 記 / 雷 娜 . 泰 吉 米 爾 (Raina 

Telgemeier)著;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10-6 (EPUB)  

太喜歡歷史了!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3, 秦與西漢/知中編委會作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84-48-0 (PDF)  

太喜歡歷史了!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3, 秦與西漢/知中編委會作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84-49-7 (EPUB)  

不誠實小忍者 /Mary Nhin 文; Jelena 

Stupar 繪;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32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14-8 (精裝) 

NT$280  

奶奶去旅行/陳德慧文.圖 .-- 初版 .-- 

臺中市 : 長晉數位, 11008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75-96-7 (精裝) 

NT$250  

石虎的厝/莊佳穎作; 莊佳穎, 陳虎寶, 

林莊慎, 林莊鎮, 呂頌恩台語朗讀 .-- 

臺北市 : 前衛, 11007 .-- 約 1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01-972-0 (線上有

聲書(MP3))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 人性探討 

精選/張月鶯企劃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 11009 .-- 冊 .-- ISBN 

978-986-338-414-4 ( 全 套 : 平 裝 ) 

NT$1360  

布朗克幼兒園/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949-0-1 (全套:精裝)  

乒 ! 發 送 訊號 !/阿妮 .卡斯 蒂洛 (Ani 

Castillo)文.圖;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50-9 (PDF)  

乒 ! 發 送 訊號 !/阿妮 .卡斯 蒂洛 (Ani 

Castillo)文.圖;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52-3 (EPUB)  

老朋友= Old friend/陳慧霞文.圖 .-- 臺

中市  : 非魚藝創 , 11007 .-- 30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0179-1-

6 (平裝)  

如果企鵝在羅馬/顏立宇, 陳家慶, 潘

佑寧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2-03-9 (PDF)  

如果企鵝在羅馬/顏立宇, 陳家慶, 潘

佑寧作; 張逸震, 劉弘祥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

公室, 11007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7-7 (平裝) NT$300  

成長啟蒙互動遊戲書/北京小紅花圖

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0 .-- 冊 .-- ISBN 978-986-223-663-

5 (全套:精裝)  

成長啟蒙互動遊戲書. 1, 壞脾氣請走

開/北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0 .-- 1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61-

1 (精裝) NT$380  

成長啟蒙互動遊戲書. 2, 男生女生不

一樣/北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0 .-- 1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62-

8 (精裝) NT$380  

如果給我一枚錢幣....../克勞蒂雅.史

菲利(Claudia Sfilli)文; 范倫迪娜.莫雷

雅(Valentina Morea)圖; 楊馥如中譯; 

Quicksilver Translate 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33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409-99-9 (精裝附

光碟片)  

如果愛是一隻貓/郭飛飛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3-8 

(PDF)  

在美術館裡逛一天 /妮雅 .古德 (Nia 

Gould)文圖; 熊思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057-98-1 (PDF)  

此時此地/朱莉雅.狄諾思(Julia Denos)

文; E.B.古岱爾(E.B. Goodal)圖; 蕭寶

森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 

11009 .-- 37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09-94-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80  

交通工具演進/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6-8 ( 平 裝 ) 

NT$280  

自然小百科: 不可思議的昆蟲/謝佳

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7-67-7 (精裝)  

好 棒 的 老 師 / 史 帝 夫 . 辛 頓 (Steph 

Hinton)圖; 李紫蓉譯 .-- 新北市 : 上人

文化, 11007 .-- 2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12-405-5 ( 精 裝 ) 

NT$400  

好 棒 的 護 理 師 /史帝 夫 . 辛 頓 (Steph 

Hinton)圖; 李紫蓉譯 .-- 新北市 : 上人

文化, 11007 .-- 2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12-404-8 ( 精 裝 )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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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賽林.克萊兒(Céline Claire)文;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 張

雅 婷 中 譯 ; 史 培 德 (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96-8 (精裝附光碟片)  

找一找 芒狗狗在哪裡?/楊舒婷, 劉怡

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 李巧雲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009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7-1-

3 (平裝)  

找不同. 海洋篇&童話篇/小紅花童書

工作室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48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2-8 (平裝) NT$100  

找不同. 森林篇&城市篇/小紅花童書

工作室著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48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1-1 (平裝) NT$100  

我的!/瑪琳.里沃爾(Marine Rival)文 .

圖 ; 張 雅 婷 中 譯 ; 史 培 德 (Pierre-

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

國際文化, 11009 .-- 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84-5 (精裝附光碟

片)  

我的世界幻遊/露西.布雲里耶作; 陳

郁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236-4 (EPUB)  

我的角落/趙烏文.圖; 朴正煥中譯; 宋

國鎮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86-9 (精裝附光碟片)  

芒狗狗 你走丟了嗎?. 大賣場篇/楊舒

婷, 劉怡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009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7-2-

0 (平裝)  

芒狗狗 我想摸一下!/楊舒婷, 劉怡聖

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009 .-- 32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937-0-6 (平裝)  

我的第一本 100 單字認知書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012 .-- 冊 .-- ISBN 978-986-

223-669-7 (全套:精裝)  

我的第一本 100 單字認知書. 1, 動物

世界/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2 .-- 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65-9 (精裝)  

我的第一本 100 單字認知書. 2, 交通

工具/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2 .-- 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66-6 (精裝)  

我的第一本 100 單字認知書. 3, 我的

身體/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2 .-- 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67-3 (精裝)  

我的第一本 100 單字認知書. 4, 農場

動物/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

北市 : 風車圖書, 11012 .-- 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68-0 (精裝)  

我的第一套雙語自然認知書. 2/何佳

芬, 劉書玉, 黃淑華等作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5553-31-9 (全套:平裝) NT$6000  

我的嫁妝店/張庭甄, 游欣諺, 何其芸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32-02-2 (PDF)  

我的嫁妝店/張庭甄, 游欣諺, 何其芸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4-6 (平裝) 

NT$300  

希兒與皮帝的神奇之旅: 臺灣手語繪

本/姜義村文; 李憶婷圖 .-- 2 版 .-- 臺

北市 : 社家署, 11008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9-38-2 (精裝) 

NT$250  

我 的 樹 枝 / 米 雷 . 梅 西 爾 (Mireille 

Messier)文; 皮耶.普拉特(Pierre Pratt)

圖; 蕭寶森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

化, 11009 .-- 3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09-98-2 (精裝附光碟片)  

我們來玩紅樓夢/朱嘉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397-8 (PDF)  

我們的城市英雄/布萊恩.弗洛卡作; 

吳文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57-32-9223-4 (精裝) NT$450  

我能管理自己: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4, 

培養自助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3-2-4 

(PDF)  

我能管理自己: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4, 

培養自助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3-4-8 

(EPUB)  

迅猛龍 她是我媽媽 不是你媽媽/瑪

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5-

9 (精裝) NT$320  

角落小夥伴與朋友和睦相處的方法/

主婦與生活社著; 高雅溎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96-13-1 (EPUB)  

快樂王子/奇魯作; 林瑋婷, 李世揚朗

讀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 

11007 .-- 約 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102-5-3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250 .-- ISBN 978-986-06102-6-0 (線

上有聲書(MP3)) NT$250  

別懷疑,我真的真的很愛你!= Just in 

case you ever wonder/ 陸 可 鐸 (Max 

Lucado)著; 伊芙.薩雷特(Eve Tharlet)

繪; 張淑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

督中國主日, 11008 .-- 3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57-550-842-5 (精裝)  

明日少女俱樂部/賴曉珍著; 六十九

繪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84-46-6 (PDF)  

明日少女俱樂部/賴曉珍著; 六十九

繪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84-47-3 

(EPUB)  

奇怪的鳥寶寶/尚-皮耶.拉文諾(Jean-

Pierre Raveneau)文; 蘿蕾.杜.費(Laure 

du Faÿ) 圖 ; 張 雅 婷 中 譯 ; 史 培 德

(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

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30-01-1 (精裝

附光碟片)  

爸爸帶我出去玩/李伯峰文.圖 .-- 臺

中市 : 長晉數位, 11008 .-- 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75-94-3 (精裝) 

NT$250  

始祖鳥 驕傲不會比較好/瑪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95-8 (精裝) 

NT$320  

妮雅的漫漫長路: 一次一小步/琳達.

蘇.帕克(Linda Sue Park)文; 布萊恩.平

克尼(Brian Pinkney)圖; 蕭寶森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40

面; 28X22 公分 .-- ISBN 978-986-5409-

90-6 (精裝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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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棒的螢光旅社!/陳怡君, 張語恬, 

國防醫學院螢火蟲復育志工團文; 陳

怡君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23-0 (PDF)  

美力好寶寶/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1007 .-- 冊 .-- ISBN 

978-626-7024-41-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42-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7024-43-0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7024-44-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45-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

46-1 (第 6 冊:平裝)  

故事船/京.麥可利(Kyo Maclear)文; 拉

辛.荷里耶(Rashin Kheiriyeh)圖; 柯乃

瑜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 

11009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92-0 (精裝附光碟片)  

英語遊學東海/潘怡靜, 施秀玉, 張淑

梅, 曾鈺尹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定易, 11007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48-2-1 (平裝)  

科學大奧秘/洋洋兔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5-1 (平裝) NT$280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5/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009 .-- 冊 .-- ISBN 978-

957-32-9248-7 (全套:平裝) NT$499  

建築師尤金/提波.哈薩(Thibaut Rassat)

文 .圖 ; 張雅婷中譯 ; 史培德 (Pierre-

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

國際文化, 11009 .-- 4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09-93-7 (精裝附光碟

片)  

埃及冒險趣/彭承濰, 白瑜楨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辦公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1-5 (PDF)  

埃及冒險趣/彭承濰, 白瑜楨作; 鄭暐

臻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5-3 (平裝) 

NT$300  

海 克 多 超 級 大 力 士 / 瑪 嘉 莉 . 呂 榭

(Magali Le Huche)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5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09-

97-5 (精裝附光碟片)  

紙箱/依莎貝拉.帕伊亞(Isabella Paglia)

文; 保羅.普羅耶提(Paolo Proietti)圖; 

倪安宇中譯; 史嘉琳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09-95-1 (精裝附

光碟片)  

恐龍旅社故事系列/安徽省地質博物

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一代圖

書 , 11008 .-- 冊  .-- ISBN 978-986-

06544-1-7 (全套:平裝) NT$1250  

莫內特的鬍子/卡洛琳.封登-里奇耶

(Caroline Fontaine-Riquier)文.圖; 張雅

婷 中 譯 ; 史 培 德 (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3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030-00-4 (精裝附光碟片)  

做伙來去踅東市/韓滿文; 潘朵拉圖 .-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府, 11007 .-- 36

面; 27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

82-4 (精裝) NT$400  

野兔村的小蜜蜂/貝果文.圖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北市衛生局, 11008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2-

44-4 (精裝)  

動物偽裝大師: 是誰躲在裡面?/馬可.

馬汀(Marc Martin)文.圖; 鄭玥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008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62-

712-4 (精裝) NT$350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30 周年紀

念親子共讀版)/釋證嚴作; 明涵中文

朗讀; 羅儷英文朗讀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1007 .-- 約 62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905-0-7 (線上有聲

書(MP3))  

從哆啦 A 夢學作文/管家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9 .-

- 冊 .-- ISBN 978-986-06885-2-8 (全套:

平裝) NT$799  

唱家己的歌/莊佳穎作; 莊佳穎, 林秀

珊, 呂頌恩, 林莊慎, 林莊鎮台語朗

讀 .-- 臺北市 : 前衛, 11007 .-- 約 11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970-6 

(線上有聲書(MP3))  

莫莉漫遊數學奇境 /鄭樂雋(Eugenia 

Cheng) 作 ; 雅 莉 珊 卓 . 雅 提 莫 斯 卡

(Aleksandra Artymowska)繪; 劉維人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 

11010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06277-9-4 (精裝) NT$580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合輯): 1.道路、

2.隧道、3.橋梁、4.大樓/鹿島建設株

式會社監修;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3-65-0 (PDF)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合輯): 1.道路、

2.隧道、3.橋梁、4.大樓/鹿島建設株

式會社監修;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3-66-7 (EPUB)  

動植物神秘生態/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0-5 ( 平 裝 ) 

NT$280  

帶著書的女士 /凱西 .史汀森 (Kathy 

Stinson) 文 ; 瑪 麗 . 拉 方 斯 (Marie 

Lafrance)圖; 柯乃瑜譯 .-- 臺中市 : 暢

談國際文化, 11009 .-- 36 面; 26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09-87-6 (精裝附

光碟片)  

習慣一級棒/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1007 .-- 冊 .-- ISBN 

978-626-7024-35-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36-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7024-37-9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7024-38-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39-3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7024-

40-9 (第 6 冊:平裝)  

副龍櫛龍 別害羞 其實你很棒/瑪妮

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6-6 (精

裝) NT$320  

鳥類特異能力/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7-5 ( 平 裝 ) 

NT$280  

揣自由的台灣烏熊/莊佳穎作; 莊佳

穎, 陳虎寶, 呂頌恩, 陳帥印, 許慧如

台語朗讀 .-- 臺北市 : 前衛, 11007 .-- 

約 1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

971-3 (線上有聲書(MP3))  

發明由來故事/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69-9 ( 平 裝 ) 

NT$280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臺北地方異

聞工作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

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0-11-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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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臺北地方異

聞工作室作; 莊予瀞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麥田, 11009 .-- 冊 .-- ISBN 

978-626-7000-14-4 ( 全 套 : 平 裝 ) 

NT$640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下: 稀奇古

怪妖怪鬧翻天!魔神與巨怪的奇異故

事/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00-13-7 (EPUB)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上: 驚天動

地妖怪大集合!大自然與動物的神祕

傳說/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12-0 (EPUB)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梁晨作; 卡特

莉娜.伊科維喬瓦(Katarina Ilkovicova)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58-4 

(PDF)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梁晨作; 卡特

莉娜.伊科維喬瓦(Katarina Ilkovicova)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61-4 

(EPUB)  

稅務小天鼠搶救海豹大作戰/劉德龍, 

劉彥, 劉宜雯文; 王韋淳, 吳宜靜, 林

孟妍, 洪婕涵, 翁沛汝, 高郁喬, 許世

杰, 郭倚翎, 陳品儒, 陳婉諭, 陳姵涵, 

張淨涵, 楊欣榆, 楊晏瑄, 蔡采蓉, 鄭

宇岑, 鄭宇棋, 鄭筱璇, 顧卓宸圖 .-- 彰

化縣 : 彰縣地方稅務局, 110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3-10-

5 (平裝 ) .-- ISBN 978-986-5473-11-2 

(精裝)  

話.畫.看 心畫家/吳姵萱企劃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生活美學館,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32-364-

6 (全套:平裝) NT$1200  

躲在哪. 2/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48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0-

4 (平裝) NT$100  

慈 善 小 忍 者 /Mary Nhin 文 ; Jelena 

Stupar 繪;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3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16-2 (精裝) 

NT$280  

跟著動物搭飛機過一天/雪倫.任塔著; 

侯秋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6-84-5 (PDF)  

跟著螢火蟲去旅行/吳敬軒文; 林蕙

君圖 .-- 第 1 版 .-- 新北市 : 達達藝術

創意, 11008 .-- 48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913-0-6 (精裝)  

媽媽,爸爸,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提利.

勒南文; 史蒂芬妮.馬沙爾圖; 張雅婷

中譯; 史培德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

際文化, 11009 .-- 30 面; 21X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09-89-0 (精裝附光

碟片)  

跳舞吧!律動遊戲書/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

文化, 11008 .-- 1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57-762-711-7 ( 經 摺 裝 ) 

NT$450  

達魯的愛心樹/尤尼雅.克雷亞(Yuniar 

Khairani) 文 ; 米 拉 . 維 達 哈 蒂 (Mira 

Widhayati)圖;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愛米粒,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12-4-7 (EPUB)  

塑膠袋的旅行/屏東縣墾丁國小附設

幼兒園幼兒圖.文 .-- 初版 .-- 屏東縣 : 

墾丁國家公園, 11007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6-12-2 (精裝) 

NT$320  

雷龍 誰是愛哭鬼/瑪妮莎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7-3 ( 精 裝 ) 

NT$320  

想 織 布 嗎 ? 孩 子 = TQBAQ SU 

TMINUN PALA PI?LAQI pintasan na 

yaki Ciwas/卓惠美 Aking Nabu 文.圖; 

張金城 Cgyo Yukan 族語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長晉數位, 11008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75-95-

0 (精裝) NT$250  

愛麗絲夢遊仙境/路易斯.卡洛爾作; 

邱佩轝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 2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59-2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60 .-- ISBN 978-957-13-

9260-8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管家琪最新童話套書(新.口水龍、新.

怒氣收集袋、優惠鳥、近視鼠三兄

弟)/管家琪著; 賴馬, 吳嘉鴻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7 .-

- 冊 .-- ISBN 978-986-06885-3-5 (全套:

平裝) NT$1400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曹若梅作; 

久久童畫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5593-71-1 (全套:平裝) NT$1197  

漫畫科學探索/洋洋兔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冊 .-- ISBN 978-

986-0773-71-2 (全套:平裝) NT$1680  

熊熊長大了 /崔西 .寇德羅伊(Tracey 

Corderoy)文; 卡洛琳.佩德勒(Caroline 

Pedler)圖 ; 楊迪雅 , 華韻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815-0-5 (全套:

精裝) NT$900  

暢銷得獎名家最佳兒童讀物套書/貝

芙莉.唐諾費歐(Beverly Donofrio), 莉

比.葛利森(Libby Gleeson)作; 芭芭拉.

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潔

妲.羅巴德(Jedda Robaard)繪; 陳慶祐, 

柯倩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

化, 11007 .-- 冊 .-- ISBN 978-957-9529-

96-9 (全套:精裝) NT$688  

*說學逗唱,認識節氣與節日套書/王

家珍作; 洪福田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0784-39-8 (全套:平裝) NT$800  

噓 ! 這 是 祕 密 !/ 米 蓮 . 維 諾 (Mylen 

Vigneault) 文 ; 默 德 . 侯 桀 (Maud 

Roegiers)圖; 巫芷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35-4 (PDF)  

影之島= L’isola delle ombre/Davide 

Calì 著; Claudia Palmarrucci 繪; 穆卓芸

譯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77-30-

7 (精裝)  

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林世仁詩, 林

小杯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073-0 (EPUB)  

憤 怒 小 忍 者 /Mary Nhin 文 ; Jelena 

Stupar 繪;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32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15-5 (精裝) 

NT$280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10, 鳳凰露露的

祕密/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

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060-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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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7, 平面星大冒險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061-7 (EPUB)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8, 挑戰拼圖披薩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062-4 (EPUB)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9, 與眾不同鏡子

星/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

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063-1 (EPUB)  

劍龍 不要 我怕怕/瑪妮莎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88-0 ( 精 裝 ) 

NT$320  

暴龍 我就是要這樣做/瑪妮莎著 .-- 

新北市 : 人類, 110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0773-89-7 (精裝) 

NT$320  

樂 觀 小 忍 者 /Mary Nhin 文 ; Jelena 

Stupar 繪;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3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17-9 (精裝) 

NT$280  

選美大會/陳顯智, 楊菁惠, 楊晴雯文; 

艾瑪圖 .-- 初版 .-- 新竹縣 : 竹縣府, 

11007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421-86-1 (精裝)  

樹旅館. 1, 秋: 心所在的地方/凱莉.喬

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

(Stephanie Graegin)繪; 黃筱茵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84-42-8 (PDF)  

樹旅館. 1, 秋: 心所在的地方/凱莉.喬

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

(Stephanie Graegin)繪; 黃筱茵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84-43-5 

(EPUB)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暢銷紀念版)/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

(Dieter Hörl)繪; 高子梅, 陳順龍, 鐘岸

真, 韓宜辰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010 .-- 冊 .-- ISBN 978-626-7009-

56-7 (全套:平裝) NT$1500  

糟糕!迷路了/陶綺彤文; Faye 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008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19-

8 (精裝) NT$300  

獵 人 的 故 事 / 亞 德 利 安 . 雅 布 薩

(Adrienne Yabouza)文; 安東尼.吉羅貝

(Antoine Guilloppé)圖; 張雅婷中譯; 史

培德 (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1009 .-- 3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09-91-

3 (精裝附光碟片)  

鏡中奇緣/路易斯.卡洛爾作; 劉小芸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 2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63-9 (線上有聲書(WAV)) NT$320 .-

- ISBN 978-957-13-9264-6 (線上有聲

書(MP3)) NT$320  

懶 惰 小 忍 者 /Mary Nhin 文 ; Jelena 

Stupar 繪;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36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18-6 (精裝) 

NT$280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套書: 讀 45

位大人物小傳記學習寫作,提升故事

力!/陳麗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7-

054-4 (全套:平裝) NT$1000  

寶寶認知黏貼書: 比一比/人類文化

編輯部作; 劉鵑菁繪 .-- 新北市 : 人類, 

11008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33-01-2 (活頁裝) NT$250  

寶寶認知黏貼書: 好吃食物/人類文

化編輯部作; 劉鵑菁繪 .-- 新北市 : 人

類, 11008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33-00-5 (活頁裝) NT$250  

寶寶歡唱兒歌: 可愛動物/小比工作

室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008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

79-8 (精裝)  

寶寶歡唱兒歌: 交通工具/黃子耕繪

圖 .-- 新北市 : 人類, 11008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0773-78-

1 (精裝)  

魔法樹(3 冊合輯)/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64-0 (PDF)  

魔法樹(3 冊合輯)/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65-7 (EPUB)  

漫畫書 

35 歲的我,事到如今怎麼可能墜入愛

河 / 蜜 柑 子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81-9 (EPUB)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6/灰野都作; 小

杏桃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77-8 (PDF)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6/灰野都作; 小

杏桃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13-2 (EPUB)  

4 月的東京.... 上/ハル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82-3 (EPUB)  

4 月的東京.... 下/ハル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83-0 (EPUB)  

5 個國王. 5/絵歩漫畫; 恵庭原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33-8 

(EPUB)  

癔病童話/Ka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1007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47-6-4 (平裝) 

NT$420  

AGRAVITY BOYS 無重力少年/中村

充志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529-

8 (第 6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7530-4 (第 7 冊:平裝) NT$100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 13/岸本

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1-1 (EPUB)  

COLD FEVER/木原音瀬原作; 麻生ミ

ツ晃作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4-799-0 (EPUB)  

DOGS 糾纏/里つばめ作; 尤靜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31-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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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7488-

8 (第 16 冊:平裝) NT$100  

EVENING DINER 夜晚的餐館/まり

ぱか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5749-7 (PDF)  

EVENING DINER 夜晚的餐館/まり

ぱか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5764-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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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7521-2 (第

9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亞

種特異點. III, 亞種並行世界 屍山血

河舞台 下總國 英靈劍豪七番勝負

/TYPE-MOON 原作; 渡玲漫畫; 賴韋

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7522-

9 (第 4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5/TYPE-

MOON 原作 ; 川口毅漫畫 ; 賴韋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91-5 (EPUB)  

Fate/Grand Order 漫畫精選集/TYPE-

MOON 原作; 赤衣丸歩郎, 春夏秋冬

鈴, 今田秀士等漫畫; Dem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29-

4 (第 13 冊:平裝)  

Fate/Grand Order 漫 畫 精 選 集 . 

13/TYPE-MOON 原作; 赤衣丸歩郎, 

春夏秋冬鈴, 今田秀士等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11-6 (EPUB)  

Fate/Grand Order 漫 畫 精 選 集 . 

14/TYPE-MOON 原作; 内藤隆, 高槻

ナギー, 無望菜志, 虎助遥人等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12-3 (EPUB)  

gift 微紅的天空、綻染的螺旋、光輝

的河岸、/一ノ瀬 ゆま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32-1 (EPUB)  

Jealousy. 4/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05-5 

(EPUB)  

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けそシ

ロウ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58-9 

(PDF)  

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けそシ

ロウ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70-1 

(EPUB)  

Look at me 請對我微笑/市川けい原

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00-3 (EPUB)  

LoveR 捕捉心動. 1/カズヲダイスケ

作畫; 角川ゲームス原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44-4 (EPUB)  

MAO 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

034-7 (第 7 冊:平裝)  

MF GHOST 燃油車鬥魂. 6/重野秀一

作 ; 林 志 昌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24-6 (EPUB)  

Over Line: 越線/まつだいお作; 瓜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19-0 

(EPUB)  

Over Line: 越線/まつだいお作; 瓜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34-3 

(PDF)  

Re:婚: 從今晚開始,讓我抱妳吧!/本崎

月子作; Imo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82-8 (PDF)  

Re:婚: 從今晚開始,讓我抱妳吧!/本崎

月子作; Imo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86-6 (EPUB)  

SHY 靦腆英雄/実樹ぶきみ作; 沈嘉

瑋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94-6 (第 3 冊:平裝)  

Sparkle!!/まちの九々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04-4 (EPUB)  

Sweet home/金坎比文字 ; 黃英璨圖

片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010 .-- 冊 .-- ISBN 978-986-506-190-

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

191-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06-192-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06-193-7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199-9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200-2 (第 10 冊:平

裝)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Kiss and fly. 

1/川原礫原作; べっこうリコ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13-0 (EPUB)  

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異

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1/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4-8 (EPUB)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85-7 (第 26 冊:平裝) NT$100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24/赤松

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39-0 (EPUB)  

X 定律/mine 作; Yun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9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03-663-5 (平裝)  

X 定律/mine 作; Yun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65-9 (EPUB)  

「不要再讓我高潮了...」: 被不知深

淺的小叔子癡漢 PLAY/甘乃くぐり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88-8 (EPUB)  

「媚藥害得人家高潮了啦...!」只有

我見過的發情土妹/たかみやはいり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9-6 (EPUB)  

「還在面試的我卻想做愛...!」讓應

屆女畢業生 100%高潮的媚藥芳香油

/しぐまりお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80-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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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就是愛/かむ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7551-9 ( 平 裝 ) 

NT$140  

一起搭捷運,好嗎?. 3/SALLY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54-5-0 (EPUB)  

一億之男/ヒノアキミツ作; 徐柔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31-1 (平裝) 

NT$140  

七八五十六/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み

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04-797-6 (第 2 冊:

平裝)  

十年之後,那天的那場雨。/幸田みう

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2-8 (PDF)  

十年之後,那天的那場雨。/幸田みう

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3-5 (EPUB)  

十年份的愛,請你享用吧/あぶく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89-5 (EPUB)  

人妻快感特快車: 沒被灌滿不能下

車!/岬ゆきひ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34-1 

(EPUB)  

人氣王子的戀愛指令 /青丸夏々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20-6 (EPUB)  

人氣王子的戀愛指令 /青丸夏々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35-0 (PDF)  

大小姐也想成為戀愛喜劇的男主角!/

わたりさえ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03-792-2 (第 1 冊:

平裝)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

巨乳 JK. 2/ちる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59-6 (PDF)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

巨乳 JK. 2/ちる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1-8 (EPUB)  

大仙術士李白/葉明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66-9 (第

7 冊:平裝)  

工作血小板. 2/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

漫 畫 ; 冰 箱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40-6 (EPUB)  

三姊妹來誘惑我!!/長谷良えりあ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93-9 (第 1 冊:平裝)  

上映/アボガド 6 作; 蔡承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56-0-3 (PDF)  

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 2/ 谷 古 宇 剛 著 ; 

SCALY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17-0 

(EPUB)  

已婚者宇佐美想被粗暴對待/おまゆ

作;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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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35-4 (第 2 冊:平裝)  

不 xxx 就出不去之國/池咲ミサ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91-6 (平裝) 

NT$240  

不 xxx 就出不去之國/池咲ミサ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94-7 (PDF)  

不 xxx 就出不去之國/池咲ミサ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05-7 (EPUB)  

天下布魔遊戲設定集/侍達遊戲藝術

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93-5 (EPUB)  

天才音樂家的溺愛基礎練習曲/阿部

摘花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223-5 (EPUB)  

王子請教我怎樣當個女孩子吧!/ちさ

め, 大峰いる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06-8 

(EPUB)  

今天也下不了手只好繼續相愛。/兎

山もなか原作; 嶋伏ろう漫畫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219-8 (EPUB)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87-1 (第 7 冊:

平裝) NT$100  

王者天下. 54/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12-1 (EPUB)  

王者天下. 54/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27-5 (PDF)  

王者天下. 55/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13-8 (EPUB)  

王者天下. 55/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28-2 (PDF)  

之後,如果還能再繼續/内田カヲル漫

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4-807-2 (EPUB)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486-4 (第 1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7646-2 (第 1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10  

不要欺負我 ,長瀞同學 . 8/NANASHI

作 ; 季 上 元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98-4 (EPUB)  

天氣之子. 3/漥田航作; 新海誠原作; 

SCAL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76-1 (PDF)  

天氣之子. 3/漥田航作; 新海誠原作; 

SCALY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10-1 (EPUB)  

不倫食堂/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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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26-7523-6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7524-3 (第

18 冊:平裝) NT$130  

水蛇神夜詠/comic by 雷雷子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581-6 (第 2 冊:平裝

首刷附錄版)  

水蛇神夜詠/雷雷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609-7 (第 2 冊:平裝)  

心動屬於不可抗力: 任務是守護楚楚

可憐王子卻反被他推倒/宇野リッカ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199-3 (EPUB)  

五等分的....../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8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68-87-9 (平裝) NT$230  

五等分的....../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95-4 (PDF)  

五等分的....../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06-4 (EPUB)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4/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10-9 

(EPUB)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5/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99-1 

(EPUB)  

天 晴 時 就 去 迎 接 你 / 高 久 尚 子 作 ;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9-6 (EPUB)  

文豪 Stray dogs: DEAD APPLE/文豪

Stray dogs DA 製作委員會原作; 銃爺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9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45-4 (第 3 冊:平裝)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

有我知道。. 1/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2-4 (EPUB)  

以 SEX 姿勢張開雙腿插入!: 疲憊 OL

的酸爽揮汗瑜伽 /ぷちゴリちゃん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90-1 (EPUB)  

主人,請你成為我的伴侶/永乃あづみ

作; 卓敏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010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90-8 (平裝)  

令人火大的學長!. 1/御景椿作; 小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11-9 (EPUB)  

巨人族的新娘/ITKZ 作; ALAT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88-

5 (第 3 冊:平裝)  

白刃與黑牡丹/ゆくえ萌葱作; 鍾明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9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61-1 (第 2 冊:平裝)  

白刃與黑牡丹. 2/ゆくえ萌葱作; 鍾

明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66-6 

(EPUB)  

札月家的小杏子. 5/山本崇一朗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86-1 

(EPUB)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蛭田達也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510-6 (第 16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7511-

3 (第 1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7512-0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7513-7 (第

19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26-7514-4 (第 20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7515-1 (第 21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7516-

8 (第 2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7517-5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7518-2 (第

2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26-7519-9 (第 25 冊:平裝) NT$250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7/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23-9 

(EPUB)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8/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4-2 

(EPUB)  

四方館/五 0 俊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黑白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99357-8-4 ( 全 套 : 平 裝 ) 

NT$320  

平行天堂. 6/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37-6 (EPUB)  

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89-2 (第

3 冊:平裝)  

只吃貓飯的男人/米索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5-8 (PDF)  

只吃貓飯的男人/米索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72-5 (EPUB)  

叫我對大哥. 3/山貓兄妹著; 涂愫芸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愛 米 粒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12-5-4 (PDF)  

叫我對大哥. 3/山貓兄妹著; 涂愫芸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愛 米 粒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12-6-1 (EPUB)  

他的命運因為偷窺而改變/あぶく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50-3 (PDF)  

他的命運因為偷窺而改變/あぶく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65-7 (EPUB)  

白金終局. 13/大場鶫, 小畑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2-8 (EPUB)  

以金錢為前提的關係/櫻井ナナコ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62-8 (平裝)  

以金錢為前提的關係/櫻井ナナコ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78-9 

(EPUB)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2/石原雄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795-9 (EPUB)  

出租女友 . 16/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09-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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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女友 . 17/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85-4 (EPUB)  

去唱卡拉 OK 吧!/和山やま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89-2 (EPUB)  

主管大人硬上弓/あずみつな作; 帽

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40-9 (平裝)  

用親吻交織的戀愛滋味/なべうま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10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87-8 (平裝)  

失戀成癮/鷹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218-1 

(EPUB)  

年下、溺愛、撲通撲通大野狼。: 是

誘惑我的妳不對/蝶らら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27-3 (EPUB)  

死 亡 鐮 刀 波 濤 胸 湧 / さ ふ ぁ 太 作 ;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86-1 (第 2 冊:平裝)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68-84-8 (平裝) NT$280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96-1 (PDF)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07-1 (EPUB)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68-85-5 (平裝) NT$280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97-8 (PDF)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08-8 (EPUB)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7610-3 (第 9 冊:平裝) NT$130  

吊車尾魅魔的人間戀愛修行/ニマキ

ア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225-9 (EPUB)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野扶桑圖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愛人如己文創

工作室, 110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59-9-7 (第 10 冊:平

裝)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5/み

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6-6 (EPUB)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033-0 (第

33 冊:平裝)  

如果要定義我們的關係.../あがた愛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451-

2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7452-9 (下冊:平裝) NT$140  

如果能填補未曾擁有的愛情/せんみ

つ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5722-0 (EPUB)  

如果能填補未曾擁有的愛情/せんみ

つ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5737-4 (PDF)  

老店第三代 咖啡廳和酒舖的童年玩

伴/重い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32-8 ( 平 裝 特 裝 版 ) 

NT$180  

血界戰線 Back 2 Back. 8/內藤泰弘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56-5 (PDF)  

血界戰線 Back 2 Back. 8/內藤泰弘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73-2 (EPUB)  

老師,請老實地呻吟出來吧?: 我會讓

你變得沒有我就不行/えい吉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235-8 (EPUB)  

老師不是便器。/ホン.トク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88-6 (第 3 冊:

平裝) NT$240  

老師不是便器。. 3/ホン.トク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98-5 (PDF)  

老師不是便器。. 3/ホン.トク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09-5 (EPUB)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INOUE 作;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23-2 (第 9 冊:平裝)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8/INOUE 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5-8 (EPUB)  

色氣主任愛內射 !說好的約砲守則

呢?/星崎レ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224-2 

(EPUB)  

老師的奶頭是 xxx 點/泉くれは作; 亞

美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64-2 (平裝)  

老師的奶頭是 xxx 點/泉くれは作; 亞

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7-2 (EPUB)  

色情的身體好羞恥: 被相親對象的粗

獷手指弄到高潮/ころめ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30-3 (EPUB)  

全都是 Ω 的我的錯。: 無法抑制對

你發情/不在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37-2 

(EPUB)  

名偵探耕子憂鬱中/鈴木 JULIETTA

作 ; 廖 湘 芝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18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39-7 (第 1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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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荻漥 三星洋酒堂. 1/浅井西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5-9 

(EPUB)  

同崎課長還想再當受 /由元千子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21-3 (EPUB)  

同崎課長還想再當受 /由元千子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36-7 (PDF)  

自然小百科: 人類的身體/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3-9 (精裝)  

自然小百科: 天氣的奧秘/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4-6 (精裝)  

自然小百科: 地球的型態/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6-0 (精裝)  

自然小百科: 科學的世界/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5-3 (精裝)  

自然小百科: 神秘的宇宙/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1-5 (精裝)  

自然小百科: 恐龍之謎/謝佳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7-

60-8 (精裝)  

自然小百科: 魚、貝類的世界/謝佳

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7-68-4 (精裝)  

自然小百科: 鳥類的觀察/謝佳勳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7-62-2 (精裝)  

自然小百科: 獨角仙與鍬形蟲/謝佳

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0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7-69-1 (精裝)  

好喜歡好喜歡、最喜歡你了!/Yoshio 

Akir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82-6 

(EPUB)  

再會了初戀,為何又出現?/朔ヒロ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7611-0 (平裝) NT$140  

如蝶翩翩/최종훈作; 지민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4-778-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4-779-9 (第 4

冊:平裝)  

共譜泡沫戀曲/ゆあま作; 方郁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03-1 (第 1 冊:

平裝) NT$140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18-8 (第 14 冊:平裝)  

在魔王城說晚安. 13/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6-5 (EPUB)  

把 JC 催眠來性教育/黒本君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90-9 (第 2 冊:

平裝) NT$240  

把 JC 催眠來性教育. 2/黒本君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99-2 (PDF)  

把 JC 催眠來性教育. 2/黒本君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10-1 (EPUB)  

吻上甜美吸血鬼/海野サチ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03-7 (EPUB)  

忍不住想逗你/夏川あらた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36-

6 (平裝) NT$140  

我可是專業的性慾管理師!抓住巨乳

人妻們的把柄就能瘋狂做愛!/オガワ

マシロ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216-7 (EPUB)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 6/樋野茉理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4-2 (PDF)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 6/樋野茉理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74-9 (EPUB)  

佐伯同學在睡覺/春原ロビンソン原

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85-4 (第

5 冊:平裝)  

求求你,咬輕一點/参号ミツル作;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33-

5 (平裝) NT$140  

弟弟帶來的戀人是男子高中生/愛葉

もーこ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3-660-4 (第 1 冊:平裝)  

弟弟帶來的戀人是男子高中生. 1/愛

葉もーこ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76-5 (EPUB)  

屁屁戀習曲: 異性戀麻吉和同性戀的

我/七升こあめ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00-6 

(EPUB)  

我的不溫柔前輩/sakishita senm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91-8 (EPUB)  

妖怪手錶/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

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03-784-7 (第 18 冊:平

裝)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1/山本崇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36-9 (EPUB)  

妖怪仰慕的祟神/灰崎めじろ作; 謝

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12-6 (EPUB)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 1/

東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4-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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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 2/

東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3-4 (EPUB)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 3/

東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02-7 (EPUB)  

我的青梅竹馬有夠麻煩/シヲザキキ

ヲ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83-0 (平裝)  

我的英雄學院. 29/堀越耕平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21-5 (EPUB)  

我的祕密和你的謊言/縁々作; 亞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3-

659-8 (平裝)  

我的祕密和你的謊言/縁々作; 亞美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5-8 (EPUB)  

我的臭臉老婆/赤原ねぐ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41-0 (平

裝) NT$140  

我的偶像絕對不可能這麼色!/渡辺馨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221-1 (EPUB)  

我的最愛是虛勢不良仔: Returns/加

藤スス作; 小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53-3 (平裝) NT$140  

我的網紅男友. 2/桂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549-6 (EPUB)  

我所厭惡的番/桐式トキコ作; 周芝

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14-0 (EPUB)  

我的警察先生/にやま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26-6 (EPUB)  

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 1/ナカノ.

ザワ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15-4 (EPUB)  

你是我的 β/アサナエアラタ作; 游

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3-1 (EPUB)  

你是我的獵物: 我竟被草食兔子吃掉

了!/わらび銀汰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83-3 (EPUB)  

我要開動了,吸血鬼/あぶく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1-0 

(PDF)  

我要開動了,吸血鬼/あぶく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66-4 

(EPUB)  

我怎麼可能會愛上你 /須坂紫那作; 

陳律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8-1 (平裝)  

我怎麼可能會愛上你 /須坂紫那作; 

陳律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74-1 

(EPUB)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 3/手島史詞原作; 

板垣ハコ漫畫;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7603-5 (EPUB)  

那 段 戀 情 被 將 軍 了 。 /SOUTA 

NARAZA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92-5 (EPUB)  

我們一起失戀的理由/itz 作; 朔小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15-7 (EPUB)  

我家小弟初次對我霸王硬上弓/つむ

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11-2 (EPUB)  

那個可愛的男孩撐不久/アヒル森下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460-4 (平裝) NT$140  

我家狗狗撿到喵。 /竜山沙由里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82-3 (第 2 冊:平裝)  

我喜歡他的方式/三月えみ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198-6 (EPUB)  

沉溺於快感都是戀愛的錯!?/高峰顯

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4-817-1 (EPUB)  

我與城隍的 49 天. 1/蝦米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7-2 (PDF)  

我與城隍的 49 天. 1/蝦米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75-6 (EPUB)  

狂賭之淵/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

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冊 .-- ISBN 978-626-

303-733-5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03-734-2 (第 14 冊:平裝限定版)  

狂賭之淵雙/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

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10 .-- 冊 .-- ISBN 978-

626-303-731-1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03-732-8 (第 11 冊:平裝限定

版)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談曉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00-7 (第 5 冊:平裝)  

妙廟美少女. 3/吉岡公威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8-0 (EPUB)  

那應該算是求愛/芽玖いろは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35-9 (平裝)  

杜鵑婚約. 2/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04-8 (EPUB)  

花/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77-25-3 (EPUB)  

奇子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4-816-

4 (第 2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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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三大姐姐弱點是被插入!?被猛烈

地插入後成了色姐姐...!/よひ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84-0 (EPUB)  

奔三處女在瘋狂抽插下欲仙欲死 !: 

「我也不由自主地動起腰來...」/本

能リリィ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93-2 

(EPUB)  

花之芥/桐式トキコ作; 周芝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4-

798-3 (平裝)  

朋友遊戲. 6/山口ミコト作; 佐藤友

生漫畫;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41-3 (EPUB)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 6/天樹征丸原

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42-0 (EPUB)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 7/天樹征丸原

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43-7 (EPUB)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

事件簿. 6/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

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0-4 (EPUB)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38-5 (第

5 冊:平裝)  

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あらと安里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60-2 (PDF)  

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あらと安里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72-5 (EPUB)  

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 輕浮男消防員

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川野タニシ作; 

卓敏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冊 .-- ISBN 978-626-303-686-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03-

716-8 (第 2 冊:平裝)  

來自指尖的真摯熱情: 輕浮男消防員

帶著熱烈眼神擁抱我. 1/川野タニシ

作;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87-1 

(EPUB)  

和你上床也算工作嗎?: 雇主是個變

態小說家/聖ゆうか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33-4 (EPUB)  

房東阿嬤與我: 從今以後/矢部太郎

著;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99-1-6 (PDF)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68-93-0 (平裝) NT$480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03-3 (PDF)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12-5 (EPUB)  

炎炎消防隊. 26/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06-2 (EPUB)  

非典範佳偶的 xx 需求/萩原ケイク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236-5 (EPUB)  

兩個人的時間. 1/おにお作;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1-8 (EPUB)  

兩個人的時間. 2/おにお作;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2-5 (EPUB)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

紙團/ぶんぼ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68-89-3 (平裝) NT$210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

紙團/ぶんぼ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04-0 (PDF)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

紙團/ぶんぼ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11-8 (EPUB)  

兔姬插畫作品集/兔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4-764-5 (平

裝)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二

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741-6 (第 2 冊:平裝)  

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

黒葉だ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1-9 (PDF)  

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

黒葉だ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3-2 (EPUB)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3/

黒葉だ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2-6 (PDF)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3/

黒葉だ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4-9 (EPUB)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し

めさば原作 ; 足立いまる作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39-3 (第 5 冊:平裝)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2/夕

蜜柑原作;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 方

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97-7 

(EPUB)  

姊嫁物語/森薰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52-2 (第

13 冊:平裝)  

非槍人生 NO GUNS LIFE/カラスマ

タスク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14-4 (第 8 冊:平裝)  

夜與朝之歌 EC/はらだ作; 黃盈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4-9 (EPUB)  

亞爾斯蘭戰記. 14/田中芳樹原作; 荒

川弘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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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11-6 (EPUB)  

阿爾蒂/大久保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7-7 (第

12 冊:平裝)  

奇諾之旅 the Beautiful World. 4/シオ

ミヤ イルカ漫畫; 時雨沢恵一原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29-1 

(EPUB)  

放學後的拷問社. 2/BOKU 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47-5 (EPUB)  

放學後堤防日誌/小坂泰之作; 洪兆

賢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15-1 (第 6 冊:平裝)  

狗臉的歲月 : 記 1629 梯= Military 

memoir of class 1629: my life as a dog/

李鴻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8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754-4-3 (第 3 冊:平裝) NT$240  

兔醫生和虎流氓. 1/本間アキラ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96-0 

(EPUB)  

怪獸 8 號(特別版)/松本直也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77-0 (EPUB)  

怪獸 8 號. 1/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45-9 (PDF)  

怪獸 8 號. 1/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76-3 

(EPUB)  

初戀來得措手不及: 帥哥認真起來的

超寵溺性愛/米谷たかね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31-0 (EPUB)  

為了女兒 ,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

掉。. 6/CHIROLU 原作; ほた漫畫;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5-5 (EPUB)  

為了青少年的優良圖書/吉田ゆうこ

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008 .-- 22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4-794-5 (平裝)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77-5 (第 5 冊:平裝)  

相良前輩的愛情熱量太高!: 甩肉成

功女友 vs.就愛棉花糖體型男友/たま

い, 大峰いるか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28-0 

(EPUB)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13-

7 (第 12 冊:平裝)  

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あらいぴろ

よ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009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3-9 (平裝)  

拜託了,幫我脫。/川中康嗣作; 蘇聖

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9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7-4 (第 1 冊:平裝)  

拜託了,幫我脫。. 1/川中康嗣作; 蘇

聖翔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67-3 

(EPUB)  

拜託了♥Melty 劇院/かさいちあき

漫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04-796-9 (平裝)  

風都偵探. 3/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佐

藤正基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445-1 (EPUB)  

飛翔的魔女. 9/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27-7 (EPUB)  

穿越時空回到高二的我,對當時喜歡

的老師告白後的結果/ケンノジ原作; 

松元こみかん作畫; 蘇奕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11-3 (第

1 冊:平裝)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54-0 (第 6 冊:平裝) NT$130  

歪像冥獸= アナモルフォシスの冥

獣 /駕籠真太郎著; 黃鴻硯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5-008-9 (平

裝) NT$300  

急戰 5 秒殊死鬥/はらわたさいぞう

原案 ;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12-0 (第 7 冊:平裝)  

冒 險 之 書 系 列 總 集 篇 The 

Adventurer's Book has Perfect.. Vol.1/あ

かざわ RED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3-3 (PDF)  

冒 險 之 書 系 列 總 集 篇 The 

Adventurer's Book has Perfect.. Vol.1/あ

かざわ RED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5-6 (EPUB)  

科學超電磁砲外傳 Astral Buddy: 幽

幻姊妹. 4/鎌池和馬原作; 乃木康仁

漫畫;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06-2 (EPUB)  

拾獲潔白的 Ω。/水稀たま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6-6 (PDF)  

拾獲潔白的 Ω。/水稀たま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78-7 (EPUB)  

紅寶石,以永夜星辰為目標/砂糖いち

ご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17-4 (EPUB)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手塚治虫作; 王

浩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13-3 (第 18 冊:平裝)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作; 沖

本秀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0-8 (第 22 冊:平裝)  

哥哥遺落的戀情行蹤 /暮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8-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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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遺落的戀情行蹤 /暮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79-4 

(EPUB)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 5/神毛物由宇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64-0 (PDF)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 5/神毛物由宇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76-3 (EPUB)  

真假茱莉葉. II. 10/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15-2 

(EPUB)  

真假茱莉葉. II. 10/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30-5 

(PDF)  

真假茱莉葉. II. 9/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14-5 

(EPUB)  

真假茱莉葉. II.9/絵夢羅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29-9 

(PDF)  

草莓蛋糕蛋糕. 4/森下 suu 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16-9 

(EPUB)  

草莓蛋糕蛋糕. 4/森下 suu 作; 盧昀詩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31-2 

(PDF)  

鬼滅之刃. 23/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26-0 (EPUB)  

純愛啪啪啪/kakao 作; 堤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83-5 (PDF)  

純愛啪啪啪/kakao 作; 堤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87-3 (EPUB)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1/山田羊作;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88-4 (PDF)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1/山田羊作;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16-3 (EPUB)  

悖德: Omegaverse/さち作; 澄瑱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59-6 (PDF)  

悖德: Omegaverse/さち作; 澄瑱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80-0 (EPUB)  

高潮了就要同居!?年下男生的策略 H

讓我無法拒絕!/雫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94-9 (EPUB)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

海道篇/和月伸宏作; 林佳祥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57-26-7455-0 (第 6 冊:平

裝) NT$105  

家貓野良不擅長應對大型犬/藤谷一

帆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10-6 (平裝)  

高顏值醫師的溺愛處方箋/孝野とり

こ作畫; 夏雪なつめ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13-6 (EPUB)  

笑顏開 ,人渣來 /赤根晴作 ;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3-

652-9 (平裝)  

笑顏開 ,人渣來 /赤根晴作 ; 魏嫚秀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3-4 (EPUB)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沙輪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2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03-709-0 (第 23

冊:平裝)  

國王排名/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045-3 (第

8 冊:平裝)  

猜不透妹妹的朋友在想什麼/玲。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7612-7 (第 1 冊:平裝) NT$130  

殺手與自由業/秋治琢秋治琢作;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23-7 (EPUB)  

殺手與自由業/秋治琢作; 楊采儒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38-1 (PDF)  

終末的女武神. 2/アジチカ作畫; 梅

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417-8 (EPUB)  

終末的女武神. 3/アジチカ作畫; 梅

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587-8 (EPUB)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49-2 (第 7 冊:

平裝)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5/殆ど死んでい

る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18-5 (EPUB)  

深白遊戲 Dark&Rough/黑色豆腐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2-7 (PDF)  

深白遊戲 Dark&Rough/黑色豆腐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67-1 

(EPUB)  

情色作家的愛玩情事 /羽柴みず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9-4 (EPUB)  

帶刺的安魂曲/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

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7-0 (EPUB)  

帶刺的回憶/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5-6 (EPUB)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矼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68-86-2 (平裝) 

NT$210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矼房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34-01-9 (PDF)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矼房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34-14-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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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風暴/黒井モリー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48-9 (平裝) 

NT$140  

野性風暴: Hug me baby!/黒井モリー

作 ; 翁 蛉 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47-2 (平裝) NT$140  

被性豪男大姐插到高潮: 在被我榨乾

前妳休想逃走/都氏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95-6 (EPUB)  

帶刺編年史/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28-7 (EPUB)  

鳥面: Doppelganger/陳俊延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陳俊延, 11008 .-- 1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9129-

5 (平裝) NT$250  

這個僧侶有夠煩/丹念に發酵作; 黎

維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9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5-0 (第 1 冊:平裝)  

這個僧侶有夠煩. 1/丹念に發酵作; 

黎維津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69-7 

(EPUB)  

欲速則不達?/S 井ミツル作; 加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3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54-3 (平裝) 

NT$140  

陰陽眼見子/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748-5 (第 5 冊:平裝)  

野菜國的冒險/アボガド 6 作; 蔡承歡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平 裝 本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56-1-0 (PDF)  

將悲劇的你,凍解冰釋/みよしあやと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208-2 (EPUB)  

淫溺の令嬢. 4.5, 受虐的教室/クロ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68-92-3 (平

裝) NT$210  

被愛的反羅曼史/オキノニコ作; 潘

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1-2 (平裝)  

被愛的反羅曼史/オキノニコ作; 潘

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2-7 

(EPUB)  

淫溺的令嬢 4.5: 被虐的教室/クロ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4-02-6 (PDF)  

淫溺的令嬢 4.5: 被虐的教室/クロ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4-13-2 (EPUB)  

淫溺的令嬢. 4: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

蕩聲/クロ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5-7 (PDF)  

淫溺的令嬢. 4: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

蕩聲/クロ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7-0 (EPUB)  

理想的男朋友. 3/綾瀨羽美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17-6 (EPUB)  

理想的男朋友. 3/綾瀨羽美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32-9 (PDF)  

理想的男朋友. 4/綾瀨羽美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18-3 (EPUB)  

理想的男朋友. 4/綾瀨羽美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33-6 (PDF)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

本子. 4/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6-4 (PDF)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

本子. 4/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8-7 (EPUB)  

被溺愛男公關指名了 /ヤマヲミ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6-7 (平裝)  

被溺愛男公關指名了 /ヤマヲミ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71-0 

(EPUB)  

掠奪者/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4-750-8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751-5 

(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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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20-5 (第 16 冊:平裝) NT$100  

殺戮的天使. 12/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

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14-7 (EPUB)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1/卓二

雄作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16-1 (EPUB)  

皎潔深宵之月/山森三香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7542-7 (第

1 冊:平裝) NT$100  

偷窺公寓: 成為管理員的我抓住住戶

的把柄讓她們言聽計從/川邑司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196-2 (EPUB)  

雪融之戀/itz 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4-830-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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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秀一原作; 士土幽太郎漫畫;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2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402-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通靈童子(愛藏版)/武井宏之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489-5 (第 21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57-26-7490-

1 (第 2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57-26-7491-8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7492-5 (第

2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

26-7493-2 (第 2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7494-9 (第 26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57-26-7495-

6 (第 2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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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26-7496-3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7497-0 (第

2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

26-7498-7 (第 30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7499-4 (第 21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

957-26-7500-7 (第 22 冊:平裝首刷附

錄 版 ) NT$190 .-- ISBN 978-957-26-

7501-4 (第 23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957-26-7502-1 (第

24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957-26-7503-8 (第 25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

957-26-7504-5 (第 26 冊:平裝首刷附

錄 版 ) NT$190 .-- ISBN 978-957-26-

7505-2 (第 2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957-26-7506-9 (第

2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957-26-7507-6 (第 29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190 .-- ISBN 978-

957-26-7508-3 (第 30 冊:平裝首刷附

錄版) NT$190  

通靈童子(愛藏版). 5/武井宏之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22-2 

(EPUB)  

野蠻情人/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8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10-2 (第 13 冊:平裝)  

掌心創世記/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幻

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

041-5 (第 1 冊:平裝)  

黑色五葉草/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59-8 (第 29

冊:平裝) NT$100  

筋肉男子的金牌之吻: 日本選手代表

的是最強濃情蜜意!?/西園寺みちる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195-5 (EPUB)  

筋肉紳士溫柔但勢不可擋?: 做過就

會上癮的激烈床戰 /純友良幸作畫; 

伊吹芹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232-7 (EPUB)  

黑色聖者二次嗤笑 /サガミワカ作; 

馮鈺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26-7 (平裝) NT$140  

援助交配/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0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68-83-1 (第 11 冊:平裝)  

援助交配. 11/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00-2 (PDF)  

援助交配. 11/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15-6 (EPUB)  

替身執事 PRINCE edition/藤那トムヲ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229-7 (EPUB)  

飯店大王勇於表白. 香港熱情篇/慧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34-2 (平裝) NT$140  

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

被侵犯/はっせ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67-1 (PDF)  

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

被侵犯/はっせ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8-79-4 (EPUB)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6/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8-6 (EPUB)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7/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9-3 (EPUB)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8/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10-9 (EPUB)  

絕命制裁 X/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42-3 (第 22 冊:平裝)  

黃昏流星群. 62/弘兼憲史作; 洪子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75-4 

(PDF)  

黃昏流星群. 62/弘兼憲史作; 洪子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06-4 

(EPUB)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9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039-

2 (第 23 冊:平裝)  

黑夜遊行. 5/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20-8 (EPUB)  

無法戰勝淫紋/小坂つむぎ作; 某批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47-3 

(PDF)  

無法戰勝淫紋/小坂つむぎ作; 某批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68-8 

(EPUB)  

最後的愛人/北川美幸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40-3 (平裝) 

NT$100  

結界師(完全版)/田辺伊衛郎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462-8 (第 1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63-5 (第

2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

26-7464-2 (第 3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65-9 (第 4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66-6 (第

5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

26-7467-3 (第 6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68-0 (第 7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69-7 (第

8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

26-7470-3 (第 9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71-0 (第 10 冊:平

裝) NT$360 .-- ISBN 978-957-26-7472-

7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957-26-7473-4 (第 2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957-26-7474-1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360 .-- ISBN 978-957-26-7475-

8 (第 4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957-26-7476-5 (第 5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957-26-7477-2 (第 6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360 .-- ISBN 978-957-26-7478-

9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 ISBN 978-957-26-7479-6 (第 8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 ISBN 978-

957-26-7480-2 (第 9 冊:平裝首刷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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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NT$360 .-- ISBN 978-957-26-7481-

9 (第 10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360  

就是拿他沒辦法/碗島子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458-1 (平

裝) NT$140  

童貞滅絕列島/川崎順平作; 林香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07-6 (第 2 冊:平裝)  

黑原小姐確定墜入快感陷阱。/待宮

なつ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202-0 (EPUB)  

雲狼之里/若月凜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60-2 (PDF)  

雲狼之里/若月凜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81-7 (EPUB)  

喘 息 聲、 我可 以一 個人獨 自 占有

嗎?/織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09-210-5 (EPUB)  

發情遊戲室/白松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20-4 

(EPUB)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03-706-

9 (第 2 冊:平裝)  

就算不回去也沒關係/内田カヲル漫

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04-795-2 (平裝)  

就算不是命定配偶/由元千子作; 黃

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31-7 (EPUB)  

虛構推理. 14/城平京原作; 片瀬茶柴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34-5 (EPUB)  

絕對雙刃. 4/成家慎一郎作; 柊★た

くみ原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86-0 (PDF)  

絕對雙刃. 4/成家慎一郎作; 柊★た

くみ原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98-3 (EPUB)  

結緣七日間/ユキムラ作; 優希米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53-4 (PDF)  

結緣七日間/ユキムラ作; 優希米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70-1 

(EPUB)  

黑貓般的青梅竹馬長大後變得非常

色。/山本ともみつ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07-5 (EPUB)  

無聲信箱/戀愛故事作; MN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48-0 (PDF)  

無聲信箱/戀愛故事作; MN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69-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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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47-8 (第 2 冊:平裝)  

違反校規的跳投/鮭&鯊漫畫 .-- 臺北

市 : 柒拾陸號原子, 11008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6856-0-2 (平

裝)  

痴心絕對是不容置疑: 405 號房的看

門狗/ミキモトマイ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05-1 (EPUB)  

微光的召喚師. 2/Gene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61-9 (PDF)  

微光的召喚師. 2/Gene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5782-4 (EPUB)  

想成為王子殿下!/春喜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12-9 (EPUB)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24/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13-0 

(EPUB)  

亂交學園的純情蕩婦/こっこ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197-9 (EPUB)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LINDA 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08-3 (第 4 冊:平裝)  

愛的結痂/綴屋めぐる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05-

2 (平裝)  

想要和你轉大人/もず作; 堤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84-2 (PDF)  

想要和你轉大人/もず作; 堤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88-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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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冊 .-- ISBN 978-957-26-

7482-6 (第 5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7562-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7563-2 (第

4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40  

葬送的芙莉蓮. 1/山田鐘人原作; 阿

部司作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419-2 (EPUB)  

催眠麥克風 : Before The Battle: The 

Dirty Dawg. 3/EVIL LINE RECORDS

原作; 鴉月琉一漫畫; 尤靜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48-2 (EPUB)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B.B & M.T.C. 3/EVIL LINE RECORDS

原作; 蟹江鉄史漫畫; 尤靜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49-9 (EPUB)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

淫靡願望. 總集篇/武田あらのぶ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768-68-8 (PDF)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

淫靡願望. 總集篇/武田あらのぶ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768-80-0 (EPUB)  

愛情幻影. 5/深月花香作; 風間鈴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35-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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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黑公子哥的霸氣攻略宣言/七里ベ

ティ作畫; 佐倉伊織原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215-0 (EPUB)  

解開所謂的戀愛這個詞/MT 作; 鍾明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03-704-5 (平裝)  

極道的彆扭單戀/みづい甘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54-1 (PDF)  

極道的彆扭單戀/みづい甘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71-8 (EPUB)  

極道超女 . 19/大武政夫作 ; 咖比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17-8 (EPUB)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03-8 (第 18 冊:平裝)  

跪舔求愛/山田ノノノ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24-4 (EPUB)  

跪舔求愛/山田ノノノ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5739-8 (PDF)  

落魄模特兒被欲求不滿的男性們一

直幹到高潮的全紀錄/綾乃るみ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96-3 (EPUB)  

隔壁的甜心男孩/四宮和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3-

654-3 (平裝)  

隔壁的甜心男孩/四宮和作; 魏嫚秀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70-3 (EPUB)  

傾聽死亡的夜晚. 1/福山遼子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92-2 

(EPUB)  

腐女說老師是受這是真的嗎?/かし

わ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22-8 (EPUB)  

夢之雫、黃金鳥籠. 14/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88-5 

(EPUB)  

齊木楠雄的災難. 14/麻生周一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14-7 

(EPUB)  

與 青 梅 竹 馬 心 有 靈 犀 !?/Gomouri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97-0 (EPUB)  

幕後搭檔!/波真田かもめ作; 黃依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30-7 (EPUB)  

圖書館戰爭 LOVE&WAR. 別冊篇. 7/

弓黃色(弓きいろ)作; 有川浩原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46-8 

(EPUB)  

裸族的花嫁/せら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4-832-4 

(EPUB)  

睡華. 壹/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68-82-4 (平裝) NT$230  

睡華. 壹/松河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34-16-3 (EPUB)  

睡華. 壹/松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4-17-0 (PDF)  

幕間休息 !/みよしあやと作 ;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7453-6 (平

裝) NT$140  

監禁倉庫/Killa+Whal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0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5-207-2 (第 1 冊:

平裝) NT$380  

熊熊勇闖異世界/くまなの原作; せ

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4-743-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744-7 (第 5 冊:平裝)  

蒼藍鋼鐵戰艦. 19/Ark Performance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62-6 (PDF)  

蒼藍鋼鐵戰艦. 19/Ark Performance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83-1 (EPUB)  

樓下的腐男子 PLUS/黑岩チハヤ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52-6 (平裝) NT$140  

嬌生慣養的你/Panda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98-7 (EPUB)  

墨世曙光: 十個太陽回來了/劉育樹, 

方月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7 .-- 18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754-2-9 (第 2 冊:平裝)  

墨世曙光: 十個太陽回來了. vol.2/劉

育樹, 方月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54-3-6 (PDF)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19/猪ノ谷言葉

作 ; 吳 勵 誠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425-3 (EPUB)  

請享用這朵花: 綻放的神之花/シロ

ヒト梨太作; 章芳瑜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35-9 (平裝) NT$140  

輝夜姬的姻緣結合/Hisasi 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69-5 (PDF)  

輝夜姬的姻緣結合/Hisasi 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8-81-7 (EPUB)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 21/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93-9 (EPUB)  

請託之事,難以啟齒. 1/腰乃作;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4-833-1 (EPUB)  

輪迴之夏/itz 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4-808-9 (第

2 冊:平裝)  

輪迴之夏. 1/itz 作; 朔小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4-834-8 

(EPUB)  



136 

 

憂國的莫里亞蒂. 9/柯南.道爾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7415-4 (EPUB)  

層層圍繞、緊緊揪住,只專情於你/Ai 

Ten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3-699-4 

(EPUB)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リムコロ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763-8 (第 8 冊:平裝)  

請讓我觸摸你的耳朵/海灯火作; Y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

702-1 (平裝)  

橘子.虎斑.巧克力/致怡 ZEI 作 .-- 新

北市 : 致怡 ZEI, 11007 .-- 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130-1 (平裝)  

樹 下 長 椅 / 克 里 斯 多 福 . 夏 布 特

(Christophe Chabouté)作; 木馬文化編

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18-9 (PDF)  

樹 下 長 椅 / 克 里 斯 多 福 . 夏 布 特

(Christophe Chabouté)作; 木馬文化編

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19-6 (EPUB)  

融化在深夜裡/多賀タイラ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550-2 (平

裝) NT$140  

融化於你的手指/内海ロング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214-3 (EPUB)  

融化的傷痕/梶原伊緒作; 林沛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3-701-

4 (平裝)  

學生奶爸情人. 波留日篇. 2/御景椿

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4-835-5 (EPUB)  

獨占我的英雄. 10/ありいめめこ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07-9 

(EPUB)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 ALIVE. 5/新田祐

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84-7 (EPUB)  

學長對我的心臟有害(首刷限定版)/

百瀬あん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428-4 (平裝) NT$170  

導演,身為受的我不行嗎?/吹浦萩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25-1 (EPUB)  

導演,身為受的我不行嗎?/吹浦萩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1-1 (PDF)  

濕答答 3P 作業 成人玩具測試員/ず

んだ餅粉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

7537-3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7538-0 ( 下 冊 : 平 裝 ) 

NT$140  

濕濕滑滑快感絕佳!啊!別一直按摩

那邊會忍不住高潮的!/きょ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209-9 (EPUB)  

獵人們: 貓爸爸、李家寶/阮光民漫

畫; 朱天心原著 .-- 臺北市 : 目宿媒體,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4110-9-7 (EPUB)  

轉生為第七王子,隨心所欲的魔法學

習之路/石謙虚なサークル原作; 沢

庸介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46-5 (第 1 冊:平裝) NT$130  

轉生惡女的黑歷史. 2/冬夏秋春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63-3 (PDF)  

轉生惡女的黑歷史. 2/冬夏秋春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84-8 (EPUB)  

藍色時期. 6/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16-1 (EPUB)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7461-1 (第

25 冊:平裝) NT$100  

蟻之帝國. 1/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08-6 (EPUB)  

關於我的 XXX 沒有精神這件事/ko

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26-8 (EPUB)  

關於我的 XXX 沒有精神這件事/ko

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5740-4 (PDF)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9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7484-0 (第 18 冊:平

裝) NT$150  

寵愛配方 讓妳愛到無法自拔/獅山雨

為作; 吳時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85-9 (PDF)  

寵愛配方 讓妳愛到無法自拔/獅山雨

為作; 吳時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89-7 (EPUB)  

鏈鋸人. 10/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418-5 (EPUB)  

魔女的使命/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83-3 (第 16

冊:平裝) NT$130  

魔王的女兒超容易擺平/千明太郎作; 

黎維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9 .-- 1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03-653-6 (平裝)  

魔王的女兒超容易擺平. 1/千明太郎

作 ; 黎 維 津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3-668-0 (EPUB)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

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秋原

作; かやはるか漫畫; 夏德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46-

1 (第 4 冊:平裝)  

魔法使的印刷廠. 5/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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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807-9 (EPUB)  

魔法使的約定/都志見文太, coly 原作; 

シノノメウタ漫畫; 加奈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9 .-- 1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28-1 (第 1 冊:平裝) 

NT$130  

魔法禁書目錄/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

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9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765-2 (第 25

冊:平裝)  

鐵界戰士. 2/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7590-8 (EPUB)  

魔道祖師(漫畫版)/墨香銅臭, 落地成

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4-299-2 (第 1 冊:平裝) NT$320  

灌籃少年 ACT4. 3/八神浩樹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94-6 (EPUB)  

霹靂英雄戰紀: 花語狐/霹靂國際多

媒體原作; D2 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冊 .-- ISBN 978-957-26-7543-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7544-1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聽我的電波吧. 8/沙村廣明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38-3 (EPUB)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7/衣

笠彰梧作; 一乃ゆゆ原作; 平川遊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91-4 

(PDF)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7/衣

笠彰梧作; 一乃ゆゆ原作; 平川遊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02-6 

(EPUB)  

變化球/張國立編劇; 曾正忠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0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78-5-3 (平

裝) NT$500  

戀愛暴君/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8 .-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04-

820-1 (第 12 冊:平裝)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8/お米軒作畫; 

相樂總原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87-7 (PDF)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8/お米軒作畫; 

相樂總原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97-6 (EPUB)  

戀獄支配者. 完結篇/灰崎めじろ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7555-

7 (平裝) NT$140  

體質太過敏感昏倒近在眼前?: 怪咖

老師從頭到腳極致黏膩的身體檢查/

はやせ桜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201-3 (EPUB)  

靈異 E 接觸(愛藏版)/富樫義博作; 方

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456-7 (上冊:

平 裝 ) NT$220 .-- ISBN 978-957-26-

7457-4 (下冊:平裝) NT$220  

靈異小偵探 . 3, 作曲鬼之願 /阿毛 , 

KIN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

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8-38-0 (EPUB)  

靈異兼職竟然是做色色的實驗!?/こ

さじ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3-685-7 

(EPUB)  

觀音心 妙善情/陳金龍原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寶錸國際, 11008 .-- 1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911-0-8 (第

1 冊:平裝) NT$250  

鑽石王牌 act II. 21/寺嶋裕二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95-3 (EPUB)  

鑽石王牌 actII. 20/寺嶋裕二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412-3 (EPUB)  

鑽石魔女們. 3/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7607-3 (EPUB)  

小說及雜文 

"Becoming women": contemporary 

assemblages in feminist fiction/by 

Chung-Hsiung Lai .-- 臺北市 : 書林, 

11007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45-954-4 (平裝) NT$300  

<<恶之教程>>有声文字书/笭菁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63-3 

(EPUB)  

<<惡之教程>>有聲文字書/笭菁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62-6 

(EPUB)  

<<惡之教程>>有聲書/笭菁著 .-- 臺

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61-9 (EPUB)  

<Infinite Dendrogram> -無盡連鎖-. 16, 

自黃泉歸來的可能性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71-7 (平裝)  

365 行之術業專攻/ami 亞海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41% 海 風 的 甜 度 ,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24-7-6 (EPUB)  

诡轶纪事. 贰, 中元万鬼惊/笭菁, DIV, 

星子, 龙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 110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8605-69-5 (EPUB)  

诡轶纪事贰: 中元万鬼惊/DIV(另一

种声音), 星子, 龙云, 笭菁等着 .-- 新

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8-06-1 (PDF)  

恶之教程/笭菁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60-2 (EPUB)  

Avukurl: 巫女/馬力梵.高麓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

協會,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611-3-2 (EPUB)  

Danny/by Ya-Chieh Chen, Ke-Jou 

Tsou .-- 新竹縣 : 陳雅婕, 11008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8-

5 (精裝) NT$250  

Fate/Requiem. 1/ 星 空 流 星 作 ; 

hundred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93-8 (PDF)  

Fate/Requiem. 1/ 星 空 流 星 作 ; 

hundred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99-0 (EPUB)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 鳴 的 太 刀 . 上 / 蝸 牛 く も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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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78-5 (PDF)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 鳴 的 太 刀 . 上 / 蝸 牛 く も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12-5 (EPUB)  

LAND: 血色王冠 Blood Crown/楚蒂.B.

詹恩(Trudy.B.Jhan)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冰屋書創, 11008 .-- 320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827-1-7 (PDF) 

NT$220  

Miss Juliet/娜歐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66-4 (EPUB)  

NARUTO 火影忍者 卡卡西烈傳 第六

代火影與吊車尾的少年/岸本斉史原

作; 江坂純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558-8 (平裝)  

OPUS: 靈魂之橋/月亮熊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79-2 (PDF)  

OPUS: 靈魂之橋/月亮熊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15-6 (EPUB)  

Orange storm/by Ned Marcus .-- 1st ed. .-

- 新 北 市  : Orange Log Publishing, 

11008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833-8-1 (平裝) .-- ISBN 978-986-

95833-9-8 (精裝)  

『記紀』の文芸的研究: 歌謡.説話.

老人像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鄭家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007 .-- 

3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

19-3 (平裝) NT$450  

一人筆談/響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8-994-5 (PDF)  

一人筆談/響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005-7 (EPUB)  

人皮娃娃/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5-0 (EPUB)  

人皮棺/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6-7 (EPUB)  

九陽武神/我吃麵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1-143-1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144-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145-5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146-2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18-7 (第 5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39-2 (第 6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38-5 

(第 5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37-8 (第 58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636-1 (第 57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8-681-1 (第 62 冊:平

裝)  

小 公 子 / 法 蘭 西 絲 . 霍 森 . 柏 納 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作; 鄭淑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13-4 (PDF)  

千江有水千江月/蕭麗紅著 .-- 新北

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1-6 (PDF)  

千江有水千江月/蕭麗紅著 .-- 新北

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5-4 (EPUB)  

千年後的安魂曲/冒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4-8-9 (EPUB)  

女妖現形/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7-4 (EPUB)  

大奉打更人/賣報小郎君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24-8 (第 4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41-5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40-8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42-2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643-9 (第 45 冊:平裝)  

大俠等一等/神邦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1-169-1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170-7 (第

26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171-4 (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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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X/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68-3 

(PDF)  

山間別墅/余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9-3-5 (EPUB)  

小龍女不女/羲和清零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田文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986-06142-0-6 (全套:平裝)  

小殭屍救難隊/梅洛琳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64-0 (EPUB)  

大齡貴女上花轎/月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59-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60-6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661-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62-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63-7 (第 5 冊:平裝)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對了,

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68-7 (第 4 冊:

平裝)  

少女監禁六十天/八千子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9-4-2 (EPUB)  

不可以/道尾秀介作;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762-1 (PDF)  

今夜 F 時,奔向兩個你所在的車站。/

吉月生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819-2 (EPUB)  

天亮之後相愛/煙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原創,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89-8-9 (EPUB)  

天皇蒙塵/大塚茱麗(Julie Otsuka)著;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06-3-9 (PDF)  

天皇蒙塵/大塚茱麗(Julie Otsuka)著; 

向淑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06-4-6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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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蘇格拉底/伊坂幸太郎著; 鄭曉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75-1 

(PDF)  

冬日將盡/冷水砼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9-5-9 (EPUB)  

玉石非玉/羲和清零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田文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986-06142-1-3 (全套:平裝)  

白居寺站/重慶月經詩人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9-6-6 (EPUB)  

玄星仙帝/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

626-311-153-0 (第 5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11-154-7 (第 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155-

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156-1 (第 8 冊:平裝) NT$180  

白首妖師/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1-161-5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162-2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163-9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164-6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

族. 5/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96-6 (EPUB)  

仙道方程式/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1-157-8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158-5 (第

10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159-2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160-8 (第 12 冊:平

裝) NT$190  

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

暢銷書!!. 4/春日部タケル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797-3 (EPUB)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第三堂課

/篠宮夕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98-0 (EPUB)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528-627-9 ( 第 124 冊 : 平裝 ) .-- 

ISBN 978-986-528-678-1 (第 125 冊:平

裝)  

在末日當舔狗的那些日子/輕覺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8 .-- 冊 .-- 

ISBN 978-626-00-5711-4 (下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626-00-5710-7 (上

冊:平裝) NT$290  

宅系女孩 carry 直球年下☆戀愛未遂

☆Fighting!/佐緒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5785-5 (平裝) NT$250  

冰冷的轉學生/北山猛邦著; 徐欣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86-5 (EPUB)  

全知讀者視角. 1/sing N so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143-4-3 

(EPUB)  

全知讀者視角. 2/sing N so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星巡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143-5-0 

(EPUB)  

有种掰弯我/关雪燕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旭儒,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06671-8-9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06671-9-6 (下冊:平裝) 

NT$280  

安達與島村. 9/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99-7 

(EPUB)  

地獄遊/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7-88-1 (EPUB)  

米澤穗信與古籍研究社/米澤穗信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83-4 (EPUB)  

全職公敵/石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

626-311-176-9 ( 第 2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177-6 (第

28 冊:平裝) NT$19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82-8 (第 7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91-0 (第 7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92-7 (第 7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93-4 

(第 7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94-1 (第 80 冊:平裝)  

沙丘/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顧備, 聞若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18-2 (PDF)  

沙丘/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顧備, 聞若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19-9 (EPUB)  

沙丘: 沙丘之子/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老光, 聞若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1-2 (PDF)  

沙丘: 沙丘之子/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老光, 聞若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6-7 (EPUB)  

沙 丘 : 神 帝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劉未央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2-9 (PDF)  

沙 丘 : 神 帝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劉未央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7-4 (EPUB)  

沙丘: 救世主/法蘭克 .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蘇益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3-6 (PDF)  

沙丘: 救世主/法蘭克 .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老光, 聞若婷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8-1 (EPUB)  

沙 丘 : 異 端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魏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24-3 (PDF)  

沙 丘 : 異 端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魏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29-8 (EPUB)  

沙 丘 : 聖 殿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老光, 甄春雨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25-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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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丘 : 聖 殿 / 法 蘭 克 . 赫 伯 特 (Frank 

Herbert)著; 老光, 甄春雨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30-4 (EPUB)  

告 白 預 演 系 列 . 11, Non 

Fantasy/HoneyWorks 原案; 香坂茉里

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91-1 (EPUB)  

告白預演系列. 12, 女主角培育計畫

/HoneyWorks 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792-8 (EPUB)  

吸血鬼保護隊/梅洛琳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65-7 (EPUB)  

我的大理寺 CSI 手扎. 上/蔡小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3-6 

(PDF)  

我的大理寺 CSI 手扎. 下/蔡小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4-3 

(PDF)  

我的大理寺 CSI 手扎. 上/蔡小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6-7 

(EPUB)  

我的大理寺 CSI 手扎. 下/蔡小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7-4 

(EPUB)  

妖怪旅館營業中. 十一, 在天神屋的

四季流轉/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820-8 

(EPUB)  

我所遇見的你= Coeur crystalline/承慧

作  .-- 初 版  .-- 新 竹 市  : 周 承 慧 , 

11008 .-- 5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09-7 (平裝) NT$770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My neighbor can 

see ghosts/季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陌上商行, 11007 .-- 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7-3-3 ( 平 裝 ) 

NT$180  

邪降/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7-90-4 (EPUB)  

我 們 之 間 , 隔 著 名 為 愛 情 的 距 離

/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386-4 (EPUB)  

希望你也在這裡/劉梓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73-7 (PDF)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528-647-7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48-4 (第 4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49-1 (第 4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50-7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51-4 

(第 50 冊:平裝)  

似曾相識/鍾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9-7-3 (EPUB)  

扮裝冤家/嵐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43-0 (EPUB)  

吸精公主/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9-8 (EPUB)  

沉睡時光裡的愛/木小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203-3 (EPUB)  

初心村的偵探事務所/會拍動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9-8-0 

(EPUB)  

易主 /小白魚作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76-2 (第 1 冊:平裝)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正義護理師/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94-2 (EPUB)  

姑娘有點慫/花綺人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71-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72-9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73-6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674-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75-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76-7 (第 6 冊:平裝)  

空間恐懼症/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1-1 (EPUB)  

忽然發情的神使大人沒問題嗎?/帝

柳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572-

4 (第 2 冊:平裝)  

長嫂如玉/臨淵羨魚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64-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65-1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66-8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667-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68-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69-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670-5 (第 7 冊:平裝)  

帕諾拉馬島綺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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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 .-- 

約 4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88-9 (線上有聲書(MP3))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28-683-5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8-702-3 (第 40 冊:平裝)  

和騎士度過的那一夜/吳非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9-9-7 

(EPUB)  

和騎士度過的那一夜(第十七屆台灣

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八千子, 

余索, 王元, 重慶月經詩人, 吳非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952-4-3 (EPUB)  

所羅門的決斷/冒業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52-3-6 (EPUB)  

星之彩: 洛夫克拉夫特天外短篇集

/H.P.洛夫克拉夫特著; 唐澄暐譯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661-6-0 (EPUB) NT$200  

重生之快意人生/柳岸花又明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52-1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86-6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703-0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704-7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8-705-4 (第 40 冊:平裝)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ちゃつふ

さ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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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564-

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7565-6 (第 5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繞道而行第

二次!/暁 なつめ作; kazan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82-9 

(EPUB)  

拜託了!數學先生/向井湘吾著; 張鈞

堯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009 .-- 冊 .-- ISBN 978-626-310-079-

4 (全套:平裝) NT$880  

怨偶天成/嵐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44-7 (EPUB)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一期生)/八

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80-8 (PDF)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一期生)/八

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11-8 (EPUB)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二期生)/無

胥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81-5 (PDF)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二期生)/無

胥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09-5 (EPUB)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白日幻夢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1-

139-4 (第 3 冊:平裝) NT$390  

約會大作戰 DATE A BULLET 赤黑新

章. 7/東出祐一郎作; Q 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83-6 

(EPUB)  

追夫老闆娘/嵐瀞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象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45-4 (EPUB)  

夏日告白/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合

著 .-- 新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8-09-2 

(PDF)  

夏日告白 /Sophia, 尾巴 , 笭菁 , 晨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403-8 (EPUB)  

夏日告白 /Sophia, 尾巴 , 笭菁 , 晨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605-68-8 (EPUB)  

夏日告白(簡體中文版)/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 110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8605-67-1 (EPUB)  

夏日告白(簡體字版)/Sophia, 尾巴, 笭

菁, 晨羽合着 .-- 新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58-07-8 (PDF)  

追凶者. 上冊/千羽之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2-3-6 (EPUB)  

追凶者. 下冊/千羽之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2-4-3 (EPUB)  

逃出殺人藤/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3-5 (EPUB)  

鬼仔溪/蔡耀彬著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88-0 (PDF)  

剛多林的陷落/托爾金(J.R.R. Tolkien)

著 ; 克里斯多福 .托爾金 (Christopher 

Tolkien)編; 鄧嘉宛, 石中歌, 杜蘊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34-8 

(PDF)  

剛多林的陷落/托爾金(J.R.R. Tolkien)

著 ; 克里斯多福 .托爾金 (Christopher 

Tolkien)編; 鄧嘉宛, 石中歌, 杜蘊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35-5 

(EPUB)  

高老頭 /巴爾札克著; 傅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15-8 (PDF)  

高老頭 /巴爾札克著; 傅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216-5 

(EPUB)  

海洋裡的密室/王元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52-2-9 (EPUB)  

般度戰士: 許願樹之謎/洛希妮.查克

西(Roshani Chokshi)著; 劉嘉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42-5 (EPUB)  

笑容崩壞的女高中生與不能露出破

綻的我. 4/甜咖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82-2 (PDF)  

笑容崩壞的女高中生與不能露出破

綻的我. 4/甜咖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08-8 (EPUB)  

特殊傳說. III. vol.03/護玄作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588-7 (EPUB)  

神國之上/見異思劍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1-140-0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141-7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142-4 (第 12 冊:平裝) NT$180  

神術鍊金士. 1/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7-49-4 (EPUB)  

烈焰骷髏/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2-8 (EPUB)  

馬踏天下/槍手一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589-02-8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89-03-5 (第

1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589-04-2 (第 16 冊:平裝) NT$27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528-626-2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30-9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84-2 (第 5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701-6 (第 51

冊:平裝)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22-4 (第 5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44-6 (第 60 冊:平

裝)  

第一神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1-136-3 (第

13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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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女的錦繡人生/疏桐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53-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54-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655-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56-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57-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658-3 (第 6 冊:平裝)  

被女神騙到異世界的我展開後宮生

活/回復師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7578-6 (第 3 冊:平裝)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

626-311-172-1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173-8 (第

3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174-5 (第 3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175-2 (第 34 冊:平

裝) NT$190  

國中理化. 6/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17-50-0 (EPUB)  

異世界來襲. 1, PROJECT.REVERSE/

丈月城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79-3 (平裝)  

異世界悠閒農家. 7/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784-3 (EPUB)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健育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7580-9 (第 14 冊:平

裝)  

第四個兇手/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4-2 (EPUB)  

都市偷香賊. 16/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7-53-1 (EPUB)  

都市偷香賊. 17/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7-54-8 (EPUB)  

都市偷香賊. 18/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7-55-5 (EPUB)  

從同居開始的御宅族女友交往方法/

村上凛作; 陳士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67-0 (第 3 冊:平裝)  

紹宋/榴彈怕水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528-628-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29-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79-8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710-8 (第 8 冊:

平裝)  

偽男友 APP: 編號 626 男友給妳初戀

般的悸動/雷亞儂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5709-1 ( 平 裝 ) 

NT$280  

莫言中短篇小說合集 1-4/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084-8 (EPUB)  

將我馴養/肚皮三層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栗子文創工作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89-6-7 

(EPUB)  

莫言精短小說合集 1-4/莫言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085-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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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56-7-4 (EPUB)  

訪客/托比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

幻基地,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92-2-9 (EPUB)  

都是相親惹的禍/綠水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58-448-5 (EPUB)  

棄海: 波弟大冒險 小說/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8-983-9 (PDF)  

棄海: 波弟大冒險 小說/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007-1 (EPUB)  

偵探已經,死了。. 2/二語十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92-1 

(PDF)  

偵探已經,死了。. 2/二語十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03-3 

(EPUB)  

偵探在菜市場裡迷了路/牛小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52-1-2 

(EPUB)  

偵探在菜市場裡迷了路(第十八屆台

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牛小

流, 冷水砼, 冒業, 鍾岳, 會拍動合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52-0-5 

(EPUB)  

甜得像顆糖/糖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5-0 (PDF)  

甜得像顆糖/糖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98-1 (EPUB)  

陰陽傳說 /魚悠若 , 嘿嘿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96-6 (EPUB)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

愛嗎?. 4/三河ごーすと作 ; 曹茹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800-0 (EPUB)  

逍遙小散仙. 21/迷男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7-51-7 (EPUB)  

魚龍舞/默默猴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1007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87114-2-6 (卷 15:平裝) 

NT$180  

連環自殺案/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5-9 (EPUB)  

超凡小師叔/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80-4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708-5 (第 22

冊:平裝)  

惡女毒咒/求無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97-3 (EPUB)  

復仇之前,先在魔法學園裡開個後宮

吧 !/ 宴 平 樂 作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73-1 (第 2 冊:平裝)  

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全新動畫封面

版)/加納新太作; 陳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8-995-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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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全新動畫封面

版)/加納新太作; 陳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004-0 (EPUB)  

惡之教程/笭菁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59-6 (EPUB)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

的小說/鈴木大輔作;王仁鴻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7577-9 (第 4 冊:

平裝)  

無名驅鬼師/梁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3-44-0 (EPUB)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87-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88-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89-7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690-3 (第 4

冊:平裝)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21-7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45-3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709-2 (第 18

冊:平裝)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

娶回家嗎?. 4/浅岡旭作; Y.S.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801-7 

(EPUB)  

馭鮫記. 3/九鷺非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85-0 (EPUB)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23/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87-4 

(EPUB)  

喜歡是深深的愛/阿亞梅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97-82-8 (PDF)  

聖女的救贖/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67-6 (PDF)  

遇見吸血鬼皇帝/魚悠若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98-0 (EPUB)  

節度使的寡婦侍妾/嵐瀞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58-446-1 (EPUB)  

傷風敗俗純愛史. 1/李靡靡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788-1 

(EPUB)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623-

1 (第 26 冊:平裝)  

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1-137-0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11-138-7 (第

5 冊:平裝) NT$250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25-5 (第 6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35-4 (第 6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34-7 

(第 6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633-0 (第 6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632-3 (第 62 冊:平裝)  

詭軼紀事. 貳, 中元萬鬼驚/Div(另一

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92-0-5 (PDF)  

詭軼紀事. 貳, 中元萬鬼驚/笭菁, DIV, 

星子, 龍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 11008 .-- 面 ; 公分  .-- 

ISBN 978-957-8605-70-1 (EPUB)  

詭軼紀事貳: 中元萬鬼驚/DIV(另一

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等著 .-- 新

北市 : 笭菁工作室,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8-08-5 (PDF)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1-148-6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149-3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150-9 (第 18 冊:平裝) NT$180  

滬 尾 諜 雲 . 上 / 馬 力 梵 . 高 麓

(Malivan.Kawru)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1-6-3 

(PDF)  

滬 尾 諜 雲 . 下 / 馬 力 梵 . 高 麓

(Malivan.Kawru)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1-7-0 

(PDF)  

奪命同學會/魚悠若, 嘿嘿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99-7 (EPUB)  

奪命狐仙/魚悠若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8-00-1 (EPUB)  

綠野療養院= Green field sanatorium/

蘭道先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695-7-2 (平裝) NT$230  

截稿日之前,百合的進度特別快/平坂

読作; 陳幼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569-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7570-0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緋彈的亞莉亞. 34/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89-1 (PDF)  

緋彈的亞莉亞. 34/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00-2 (EPUB)  

廢土走私商/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46-0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706-1 (第 25 冊:平

裝)  

嶗山悲歌: 國族讎恨下一對情侶淒涼

結局的故事/張祖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394-7 (PDF)  

諸天萬界/快餐店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19-4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620-0 (第 1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77-4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711-5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712-2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713-9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8-714-6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715-3 (第 21 冊:平裝)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28-631-6 (第 5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685-9 (第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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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700-9 

(第 57 冊:平裝)  

誰在你後面!臺灣恐怖鬼故事/雪原雪

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53-0 (PDF)  

請收看謀殺直播/懶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4-9-6 (EPUB)  

踩踏在邊境上你的,我的愛情/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385-7 (EPUB)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王昱婷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冊 .-- ISBN 

978-957-26-7559-5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7560-1 (第 7 冊:平裝

首刷限定版)  

靠魔眼跟子彈闖蕩異世界!/かたなか

じ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74-8 (第 2 冊:平裝)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0, 炸牛排 X 盜賊王寶藏/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7556-4 ( 平 裝 ) .-- ISBN 978-957-26-

7557-1 (平裝首刷限定版)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0, 炸牛排 X 盜賊王寶藏(首刷限定

版)/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PubMonth## .-- 面; 公分  

龍套少女要修仙!/貓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冊 .-- 

ISBN 978-626-311-151-6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11-152-3 (第

4 冊:平裝) NT$250  

燈塔水母/蕭辰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500-2 (PDF)  

燈塔水母/蕭辰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502-6 (EPUB)  

機構/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楊

沐希譯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63-8 (PDF)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 Rusalka. 上/戰翼

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89-8 

(EPUB)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 Rusalka. 下/戰翼

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90-4 

(EPUB)  

蕾絲卦: 盜用妳的情人/白薔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三絲文創,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37-0-7 

(EPUB) NT$99  

蕾絲卦: 碰上情敵,也只好跟她做了/

白薔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三絲

文創,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7-1-4 (EPUB)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9/岬著; 簡捷

譯 .-- 臺北市 : 皇冠,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772-0 (PDF)  

騂艣之末/本生燈著 .-- 新北市 : 凱薩

GLORY,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9-9-4 (EPUB)  

羅生門: 人性本相的地獄書寫,芥川

龍之介經典小說集(典藏紀念版)/芥

川龍之介著; 林皎碧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42-1 (PDF)  

羅生門: 人性本相的地獄書寫,芥川

龍之介經典小說集(典藏紀念版)/芥

川龍之介著; 林皎碧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44-5 (EPUB)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貓寬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1-147-

9 (第 8 冊:平裝) NT$250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4/

伏瀬作;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81-2 (EPUB)  

鏡界/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1009 .-- 冊 .-- ISBN 978-626-

311-165-3 (第 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166-0 (第 10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167-

7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168-4 (第 12 冊:平裝) NT$190  

願望列車/王稼駿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識圖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9-2-8 (EPUB)  

鐵皮屋裡的螢火蟲/何其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9-1-1 

(EPUB)  

鐵皮屋裡的螢火蟲(第十九屆台灣推

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王稼駿, 

冒業, 何其美, 懶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識圖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9-0-4 (EPUB)  

魔裝學園 HXH. 14/久慈政宗作; 梁恩

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90-7 (PDF)  

魔裝學園 HXH. 14/久慈政宗作; 梁恩

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01-9 (EPUB)  

魔彈之王與聖泉的雙紋劍/瀬尾つか

さ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7566-3 (第 3 冊:平裝)  

鐵鏟無雙. 3: 「鐵鏟波動砲!」(｀・

ω・´)♂〓〓〓〓★(゜Д ゜;;;).:∴

轟隆/つちせ八十八作; 九十九夜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786-7 

(EPUB)  

聽雪譜. 7/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7-52-4 (EPUB)  

戀愛大小眼/凌霄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象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49-2 (EPUB)  

戀愛高血壓/莫辰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象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50-8 (EPUB)  

戀愛偏頭痛/夢雲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象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51-5 (EPUB)  

攬媚娘/嵐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447-8 (EPUB)  

靈魂穿越手稿 /亞歷斯.蘭德金(Alex 

Landragin)作; 謝佩妏譯 .-- 臺北市 : 寂

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44-9-8 (EPUB)  

一如初見/袁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406-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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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秒,戀愛中/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389-5 

(EPUB)  

太近的愛情,太遙遠的你/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388-8 (EPUB)  

左邊的你以及,右邊的他/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387-1 (EPUB)  

再一次相戀/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399-4 (EPUB)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12/藍旗左衽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日 月 書 版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4-24-5 (EPUB)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13/藍旗左衽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日 月 書 版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4-23-8 (EPUB)  

妖異魔學園: 血腥十字架/笭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393-2 (EPUB)  

妖異魔學園 : 兒童劫 /笭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394-9 

(EPUB)  

妖異魔學園: 疫魔/笭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395-6 

(EPUB)  

妖異魔學園: 終曲/笭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396-3 

(EPUB)  

妖異魔學園: 猩紅色月亮/笭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397-0 (EPUB)  

妖異魔學園: 群魔校舍/笭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398-7 

(EPUB)  

幸福,未完待續/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400-7 

(EPUB)  

夜鴉事典. 10/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74-20-7 (EPUB)  

夜鴉事典. 9/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74-21-4 (EPUB)  

背對背相愛/Sophia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401-4 (EPUB)  

結束,你說是開始/Sophia 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402-1 

(EPUB)  

戀愛偏差值/袁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1-404-5 (EPUB)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11/藍旗左衽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日 月 書 版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4-22-1 (EPUB)  

2gether 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番外卷

/JittiRai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

出版,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94-300-5 (PDF)  

Love Storm 戀愛風暴. 上/Mam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301-2 

(PDF)  

Love Storm 戀愛風暴. 下/Mam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302-9 

(PDF)  

Replay 重 播 / 肯 恩 . 格 林 伍 德 (Ken 

Grimwood)著; 陳雅馨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25-3 (EPUB)  

其他 

<<西敏信條>>研讀本: 講師問答手

冊/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作; 榮

懌真譯 .-- 初版 .-- 臺中市 : 迦南翻譯

出版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91-5-7 (PDF)  

<<靈魂 DNA>>系列. 1, 重啟生命投

影源/映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施豐

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9122-6 (PDF) NT$300  

*(新譯)谷崎潤一郎: 優雅的惡女: 收

錄<盲目物語>、<刺青>,對官能之美

的執念/谷崎潤一郎原作; 許芳寧朗

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007 .-

- 約 27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5-34-7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新譯)堀辰雄的孤獨日常: 收錄<榆

樹之屋>、<菜穗子>生命徬徨時的

心靈對白/堀辰雄原作; 邱佩轝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007 .-- 約

28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

32-3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圖解)女孩的安全教育課: 面對 38 個

危險情境,這樣保護自己/讀客小學生

閱讀研究社.安全組作 .-- 臺北市 : 如

何,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595-4 (EPUB)  

0 秒說明!遠距工作!立即見效的「紙

一張」簡報術/淺田卓著; 婁愛蓮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6-86-2 

(PDF)  

0 秒說明!遠距工作!立即見效的「紙

一張」簡報術/淺田卓著; 婁愛蓮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6-87-9 

(EPUB)  

10 Fabulous lessons to quickly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author Chen Yun-

Ju .-- 新北市  : Grace 文化工作室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8-0-0 (PDF)  

12 種場域的藝術治療實務與觀點分

享/王華雯, 江芊玥, 江學瀅, 朱惠瓊, 

金傳珩, 林曉蘋, 范維昕, 黃暄文, 黃

凱嫈, 楊舜如, 廖學加, 蔡汶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2-50-5 (EPUB)  

18 種微型死亡: 建立美國現代法醫制

度的幕後推手與鮮為人知的故事/布

魯斯.戈德法布(Bruce Goldfarb)著; 黃

意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21-9 (PDF)  

18 種微型死亡: 建立美國現代法醫制

度的幕後推手與鮮為人知的故事/布

魯斯.戈德法布(Bruce Goldfarb)著; 黃

意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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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022-6 (EPUB)  

2020 此時此刻: 演出製作紀實攝影書

/徐志豪, 廖紋瑤, 陳品源攝影; 王博睿

編輯 .-- 臺中市 : 漾澄製作, 11010 .-- 

206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

06933-0-0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3-6 歲在生活中養成學習力/米加老

師(黃名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

信企管顧問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836-1-5 (PDF)  

300 張圖學會 K 線實戰: 股票、期貨

或匯率,都能用一張線圖賺波段!/龍

飛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43-8 

(PDF)  

3ds Max 2021 室內設計速繪與 V-Ray

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

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893-0 (PDF)  

5 度 C 冰種的美味麵包/許正忠, 柯文

正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921-1-2 (平裝) NT$500  

领受祝福,破除咒诅: 揭开破除历代

祖先咒诅的奥秘/马利亚著 .-- 臺北

市 : 以琳,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209-77-9 (PDF)  

A heart of joy and ease/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靜思

人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741-5-6 (EPUB)  

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Wei-ling 

Wu[主編]; Hai-Lan Tsai, Shwu-Fen Lin, 

Lin Young, Vivian T. Yu[著] .-- 臺北市 : 

遠東,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98-01-3 (EPUB)  

Arduino 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互動

設計輕鬆學/楊明豐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21-0 (PDF)  

BCG 解決問題的技術: 向首席策略顧

問學習高效工作的技巧,鍛鍊你的敏

銳思考力/徐瑞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1-3 (PDF)  

BCG 解決問題的技術: 向首席策略顧

問學習高效工作的技巧,鍛鍊你的敏

銳思考力/徐瑞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4-4 (EPUB)  

Beautiful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E. Nesbit 著 .-- [初

版 二 刷 ] .-- 臺 北 市  : 寂 天 文 化 , 

110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0-037-7 (第 1 冊:25K 平裝)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teacher: a concise step-by-step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eaching/by Jess Gosling .-- 

1st ed. .-- 臺北市 : Gosling DLA Press, 

11007 .-- 1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06859-0-9 (平裝)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teacher: a concise step-by-step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eaching/by Jess Gosling .-- 

1st ed. .-- 臺北市 : Gosling DLA Press,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9-1-6 (EPUB)  

Business essentials(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Lucy Becker, Carol Frain 著 .-- 3r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7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0-036-

0 (菊 8K 平裝)  

C++全方位學習 : 適用 Dev C++與

Visual C++/古頤榛作 .-- 修訂四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894-7 (PDF)  

CG6013(2021)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作

業說明書/劉文正, 林嬋娟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38-2-3 (PDF)  

*Development and beyond: collected 

essays of Jenn-Hwan Wang/edited by 

Mei-Chuan Wei, Tsung-Yuan Chen .-- 

高雄市 : 巨流, 11008 .-- 4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23-2 (平裝) 

NT$600  

dsPIC 數位訊號控制器應用開發/曾

百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92-4 (PDF)  

E.P.3. 格差篇/何曼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5-8-5 (PDF)  

*EMBA 大師開講/周逸衡主講 .-- 新

竹市 : 竹科廣播, 11007 .-- 約 59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24-3 

(線上有聲書(MP3)) NT$599  

English for work: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student's book)/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8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9-2 (平裝)  

English@work/author Seraphim William 

Davidson, Tanya Lin, Curtis Starkey, 

Kelsi Wright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

教,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5-56-2 (PDF)  

Enrich your thoughts and embellish your 

talks: a mindful look and use of English 

grammar/張顥馨編著 .-- 臺北市 : 智擎

數位科技, 11007 .-- 498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98538-3-5 (平裝)  

Get ready for workplace/Gillian Flaherty, 

James Bea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鶴, 11009 .-- 1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952-1 (平裝) NT$320  

Kiwipedia body parts and clothes/written 

by Alisha Lee .-- 新北市 : 奇異鳥實業, 

11007 .-- 4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9341-5-2 (平裝)  

Kiwipedia school/written by Alisha 

Lee .-- 新北市 : 奇異鳥實業, 11007 .-- 

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41-

4-5 (平裝)  

Listen up: improv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listening/希伯崙編輯團隊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8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1-591-5 (第 1 冊:平裝)  

Major themes in Milton's Paradise Lost: 

a hermeneutic approach/曾貴祺原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虹橋書店, 11007 .-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975-0-6 (平裝)  

Mantle cell lymphoma casebook= 被套

細胞淋巴癌案例集/譚傳德, 王銘崇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臻呈文化, 

11007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108-2-8 (精裝)  

Master and I: our days in Tzu Chi/author 

Kuo Hann-Chorng; translation Fang Kai-

Ping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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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06413-7-0 (精裝)  

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初級寫作&

口說題庫解析(新制修訂版)/國際語

言中心委員會, 郭文興, 許秀芬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4-174-4 (PDF)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寫作&

口說題庫大全: 完整 10 回試擬真試

題冊題,掌握最新出題趨勢/國際語言

中心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175-1 (PDF)  

Oh!原來閃燈是這樣打的: 小閃燈也

能拍出 Pro 級專業感/達斯汀.迪亞茲

著; 洪人傑譯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26-5 (EPUB)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1(A1.1)/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2-3 (平裝)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2(A1.2)/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3-0 (平裝)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3(A2)/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4-7 (平裝)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4(B1)/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5-4 (平裝)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5(B1+)/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6-1 (平裝)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workbook 6(B2)/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2nd ed.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87-8 (平裝)  

Pathways to English reading literacy: 

basic components and skills/Pearl Chang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008 .-- 1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56-8 (平裝) NT$400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5/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 110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05-44-5 (平裝)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6/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 110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05-45-2 (平裝)  

Post-apocalyptic era: the king of 

kings/author The Disciple of the Creation 

Fa .-- 臺北市 : 微塵國際, 11008 .-- 4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92-3-

3 (精裝) NT$2000  

Proceeding of 20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editor ISAP2021 Publication 

Committee .-- 臺 北 市  : 微 波 學 會 ,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84787-1-8 (PDF)  

Python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入門: 使用

Microsoft Azure 雲端服務/蕭國倫, 姜

琇森, 羅云涔, 劉耘圻, 劉憶蓁, 何霆

鋒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6-19-5 (PDF)  

Python 功力提升的樂趣: 寫出乾淨程

式碼的最佳實務/Al Sweigart 著;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896-1 (PDF)  

Python 好好玩: 趣學電玩遊戲程式設

計/Al Sweigart 著;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897-8 (PDF)  

Python 自動化的樂趣: 搞定重複瑣碎

&單調無聊的工作 /Al Sweigart 著 ; 

H&C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895-4 (PDF)  

Python 與 LINE Bot 機器人全面實戰

特訓班: Flask 最強應用/鄧文淵總監

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898-5 (PDF)  

Python 編程剖析與資料分析: 學習編

程與邏輯思維/莊泉福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雲訊科技企業,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0-1-9 (PDF) 

NT$300  

Python 駭客密碼: 加密、解密與破解

實例應用/Al Sweigart 著;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899-2 

(PDF)  

React 思考模式: 從 hook 入門到開發

實戰/張家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6-22-5 (PDF)  

Servlet&JSP 技術手冊 : 邁向 Spring 

Boot/林信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22-7 (PDF)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tourism(寂天雲

隨身聽 APP 版)/Kiwi Cheng, Owain 

Mckimm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1008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5-2 (平裝)  

Success with reading(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author Michelle Witte, Zachary 

Fillingham, Gregory John Bahlmann .-- 

[五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 

110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038-4 (第 1 冊:16K 平裝)  

Success with reading(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author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 [五版二刷]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1008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0-039-1 (第 3

冊:16K 平裝)  

Success with reading(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author Owain Mckimm, Connie 

Sliger,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 [四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1008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040-7 (第 4 冊:16K 平裝)  

The compositional approach of Paul 

SanGregory as revealed in his music= 桑

磊栢的作品,創作理念與手法/by Paul 

SanGregory(桑磊栢) .-- 高雄市 : 桑磊

栢, 11007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106-6 (平裝)  

The pastor and the matriarch of the 

German underground and their times: a 

Polish perspective/by Vince Barwinski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8-23-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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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ssentials(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author Lucky Becker, Carol Frain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 

11007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300-029-2 (菊 8K 平裝)  

Un nuevo texto del Tao Te Ching: 

reconstrucción de Yeng Lingfong= 道德

經/José Ramón Álvarez[翻譯] .-- 臺中

市 : 佳台書店, 11007 .-- 31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3-2-8 (平裝)  

Workplace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author 

LiveABC Editors .-- 2nd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8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1-594-6 (第 2 冊:

平裝)  

Your turn to read/[by] Chia-Jung Tsai, 

Chi-Chin Lai, Jackson Ver Steeg Jr. .-- 

1st ed.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008 .-- 

1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22-

72-8 (第 1 冊:平裝)  

「記紀」の文芸的研究: 歌謡.説話.

老人像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鄭家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22-3 

(PDF)  

「嘉」家有本環保經: 嘉義慈濟環保

教育站的故事/嘉義人文真善美志工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96-14-8 (EPUB)  

*「類型節目企劃與製作」應用「電

視語言模型」的設計與實踐: 以<<紀

錄片類型節目>><<公益宣導類型節

目>><<文化類型節目>>為例/陳忠治

著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10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9-

0 (平裝) NT$250  

一日一頁藝術史: 認識 365 幅名畫與

藝 術 名 作 的 美 學 素 養 課 / 金 榮 淑

(김영숙)著; 游芯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48-2 (EPUB)  

一支預力混凝土紀念梁的故事/陳式

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一區養工處, 11007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329-6 (平

裝)  

一目惚れ、台湾: 台湾観光十二選. 

下/孫寅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54-18-6 (PDF)  

一定要知道的怪奇科學: 恐懼是很重

要的感覺/竹內薰著; 黃郁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3-8-6 (PDF)  

一定要知道的怪奇科學: 恐懼是很重

要的感覺/竹內薰著; 黃郁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51-0-6 

(EPUB)  

一夜驟雪/彗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8-34-7 (PDF)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帕拉宏撒.尤迦

南達作; 王博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375-6-4 (PDF)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帕拉宏撒.尤迦

南達作; 王博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375-8-8 (EPUB)  

一期一會的生命禮物: 那些讓我又哭

又震撼的跨國境旅程/曾寶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683-3 (EPUB)  

二十一天沁輪脈輪曼陀羅 /李芯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1007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06047-5-7 (精裝) NT$350  

人人都學得會的 App Inventor 2 初學

入門/贊贊小屋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94-4-7 (EPUB)  

人人都學得會的網路大數據分析入

門: 一步步教!超詳細!專為非專業人

士所寫的機器學習指引 /贊贊小屋

作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194-3-0 

(EPUB)  

二十幾歲的你,別預支煩惱: 你該做

的是準備而不是擔憂/張雪松, 王郁

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87-5 (EPUB)  

二十幾歲的你還好嗎?: 高敏感不是

只有你,而是整個世代都太不安/劉船

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68-4 (EPUB)  

十三月亮曆之波符與城堡: 進入你的

生命之流/陳盈君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01-80-1 (EPUB)  

人生五張表,你也可以 F.I.R.E.: 打造

富足生活的使用說明書/吳家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10-3 (PDF)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九編/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18-511-4 (全套:精裝) NT$30000  

人生有所謂,決斷無所畏: 電通集團

CEO 唐心慧,做對決定,創造屬於自己

的幸福!/唐心慧作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39-3 (PDF)  

人生有所謂,決斷無所畏: 電通集團

CEO 唐心慧,做對決定,創造屬於自己

的幸福!/唐心慧作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44-7 (EPUB)  

人生雖苦,但還是值得活下去/岸見一

郎著;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33-0 (PDF)  

人命如何定價: 你我的命值多少由誰

決定?當代頂尖統計學家及衛生經濟

學家,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

環保、養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

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

義/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著; 洪慧芳譯 .-- 臺北

市 : 臉譜,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010-2 (EPUB)  

人間遊戲: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動、

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艾瑞克.伯

恩(Eric Berne)著; 劉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66-4 (PDF)  

人間遊戲: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動、

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艾瑞克.伯

恩(Eric Berne)著; 劉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68-8 (EPUB)  

*人鼠之間/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石瑾

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007 .-- 約 28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31-6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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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交往的法則: 連難相處的人都可

以應對的 100 個好習慣/理查.譚普勒

(Richard Templar)著; 李曉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5-83-6 (EPUB)  

七種指導靈 /賈米莉 .潔穆賈(Yamile 

Yemoonyah)著; 非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01-83-2 (EPUB)  

刀爾登讀史全集/刀爾登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寫, 11007 .-- 冊 .-- ISBN 

978-957-9689-63-2 ( 全 套 : 平 裝 ) 

NT$1000  

人 類 的 故 事 /亨德里克 . 威 廉 .房 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鄧嘉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506-9 (EPUB)  

人體的 24 小時生活 /安東尼 .皮歐

(Antoine Piau)著; 段韻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35-2 (EPUB)  

三十三歲的逆襲: 在不夠完美的人生

裡,我允許自己軟弱卻依然認真生活/

徐妍珠著; 張雅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33-2 (PDF)  

三十三歲的逆襲: 在不夠完美的人生

裡,我允許自己軟弱卻依然認真生活/

徐妍珠著; 張雅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34-9 (EPUB)  

口才不靠天賦: 5 堂課讓你成為演說

高手 ,魅力話術治癒你的上臺恐懼

症!/劉惠丞, 楊堂闊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99-8 (EPUB)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一/白云老禅

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29-1-8 (PDF)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二/白云老禅

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29-2-5 (PDF)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三/白云老禅

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29-3-2 (PDF)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五/白云老禅

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29-4-9 (PDF)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四/白云老禅

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29-5-6 (PDF)  

三分天才七分口才: 你非學不可的說

話技巧/劉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6-9 (EPUB)  

大亨小傳/史考特.費茲傑羅作; 劉開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 3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65-3 (線上有聲書(WAV)) NT$360 .-

- ISBN 978-957-13-9266-0 (線上有聲

書(MP3)) NT$360  

*三姑六婆妒婦佳人: 古典小說中的

女性形象/林保淳原作; 于承右朗讀 .-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007 .-- 約

28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

30-9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女性運動解剖學: 伸展與體能訓練/

馬克.維拉著;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09-0 (PDF)  

女性運動解剖學: 伸展與體能訓練/

馬克.維拉著;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11-3 (EPUB)  

*三島由紀夫文學傑作必讀套書 /三

島由紀夫著;劉子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008 .-- 冊 .-- ISBN 978-

986-0741-37-7 (全套:平裝) NT$740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大唐)天竺

三藏地婆訶羅譯 .-- 新北市 : 玄奘印

刷文化, 11007 .-- 4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6809-0-4 (平裝) NT$50  

大陸台商 1000 大. 2021: 兩岸經貿 逆

造盛世/朱漢崙, 呂清郎, 李書良, 李淑

惠, 吳筱雯, 孫彬訓, 袁延壽, 袁顥庭, 

涂志豪, 康彰榮, 翁毓嵐, 陳欣文, 彭

暄貽, 黃欣, 黃惠聆, 楊日興, 楊晴安, 

劉朱松, 賴瑩綺, 魏喬怡, 蘇崇愷, 蘇

嘉維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 .-- 臺

北市 : 工商財經數位, 11008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6844-24-9 (平

裝) NT$220  

大減速: 飛躍成長的終結,以及為何

對地球、經濟及人類生活有益/丹尼.

道靈(Danny Dorling)作; 唐澄暐譯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2-3 (PDF)  

大減速: 飛躍成長的終結,以及為何

對地球、經濟及人類生活有益/丹尼.

道靈(Danny Dorling)作; 唐澄暐譯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6-1 (EPUB)  

大腦 20 倍記憶力量: 每天 15 分鐘打

造生活英語會話即戰力/黃琪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541-9-6 (PDF)  

大腦生病救命手冊: 有些人不是真的

壞、笨、暴力、想不開,而是頭腦生

病了!/丹尼爾.亞曼(Daniel G. Amen)著; 

徐薇唐譯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6-33-3 (EPUB)  

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從溝通切入,大

量情境例句,精準表達英語的實用文

法建議/Geoffrey Leech, Jan Svartvik 作; 

賴榮鈺, 丁宥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34-9 (PDF)  

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從溝通切入,大

量情境例句,精準表達英語的實用文

法建議/Geoffrey Leech, Jan Svartvik 作; 

賴榮鈺, 丁宥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39-4 (EPUB)  

手: 蠻蠻 2008 年電影長篇劇本創作. 

II/蠻蠻著 .-- 臺北市 : 陳羽茗, 11008 .-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47-9 (平裝) NT$200  

反転学習研究から得られた実践知: 

日本語初級文法授業を対象に/張瑜

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0-29-4 (EPUB)  

不一樣的中國史. 11: 從光明到黑暗,

矛盾並存的時代-明/楊照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243-2 (EPUB)  

不一樣的李白/陳正平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高立, 11007 .-- 11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378-294-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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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真面目: 2500 年來的謊言/黃文

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46-2 (EPUB)  

孔子真面目: 2500 年來的謊言/黃文

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47-9 (PDF)  

仁 水 / 馬 力 梵 . 高 麓 (Malivan.Kawru)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

藝術家協會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611-5-6 (PDF)  

文化密碼: 亂世藏金,盛世藏玉: 中國

玉文化/朱怡芳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69-1 (EPUB)  

五毛錢的力量: 花蓮慈濟百號委員口

述歷史/賈俊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6-25-4 (EPUB)  

日本入門三部曲/蘇拾平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515-90-4 (全套:平裝) 

NT$1180  

日本三代名醫の肩頸自療法: 每天 1

分鐘,舒緩脊椎肌肉,身體重新調正,

自癒力大增!/竹谷內康修著; 羊恩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0-34-9 (EPUB)  

日本好 LOGO 研究室/BNN 編輯部編

著; 鄭麗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82-3-8 (EPUB)  

日本版型研究室/gaatii 光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634-6-4 (EPUB)  

公司法與公司治理/Jeffrey N. Gordon, 

Wolf-Georg Ringe 原著主編; 江朝聖, 

吳奐廷, 李承毅, 林建中, 林鼎鈞, 趙

冠瑋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26-097-

2 (全套:精裝)  

日本語 GOGOGO/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編著 .-- 增訂一版 .-- 新北

市 : 豪風, 110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26-8-4 (第 1 冊:平裝) 

NT$450  

五四圖史: 百年前的學運先驅/陳占

彪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88-2 (EPUB)  

日本歷史與文化/林明德, 陳慈玉, 許

慶雄合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空

大,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0-5-3 (PDF)  

內向者的優勢: 安靜的人如何展現你

的存在,並讓別人聽你的/希薇亞.洛

肯(Sylvia Löhken)著; 王榮輝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2-39-0 (EPUB)  

不行的旅行/豆腐火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18-24-8 (PDF)  

內在原力: 9 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

版本/愛瑞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樂園,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563-4-3 (PDF)  

內在原力: 9 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

版本/愛瑞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樂園,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563-5-0 (EPUB)  

*少年愛讀世界史 1-5 套書: 從遠古史

到中古史/管家琪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784-40-4 ( 全 套 : 平 裝 ) 

NT$2100  

*少年愛讀世界史 4-5 套書: 中古史/

管家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784-

41-1 (全套:平裝) NT$840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黃暐婷作; 賴昱

菱, 林聖詞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 2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78-3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420 .-- ISBN 978-957-13-

9279-0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中西對照萬年曆/梁湘潤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3-66-6 (PDF)  

心花/夏卡圖.文 .-- 1 版 .-- 屏東縣 : 傅

詩涵, 11007 .-- 2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03-5 ( 精 裝 ) 

NT$400  

分享經濟: 壟斷競爭政治經濟學/姜

奇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50-1 (EPUB)  

不要在一個人的時候看的鬼故事/鬼

谷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7-6 (EPUB)  

中美爭霸: 兩強相遇東南亞/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06-7-7 (PDF)  

中美爭霸: 兩強相遇東南亞/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06-8-4 (EPUB)  

牛津通識課. 宇宙篇: 重力、行星、

光、黑洞/蘇拾平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515-87-4 ( 全 套 : 平 裝 ) 

NT$1300  

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發揮內向性格

優勢,安心脫離舒適圈,成為自在又自

信的人 /安炫珍(안현진)著 ; 陳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95-35-6 (PDF)  

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發揮內向性格

優勢,安心脫離舒適圈,成為自在又自

信的人 /安炫珍(안현진)著 ; 陳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95-40-0 (EPUB)  

*文案設計與創作巧思/魏季宏著 .-- 

初版 .-- 苗栗縣 : 台灣國際文教公益

協會, 110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43-1-5 (平裝) NT$80  

不疲勞的身體: 治癒百萬人「神之手」

的關節伸展操/酒井慎太郎著; 吳羽

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商 周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2-29-1 (EPUB)  

水域及防墜安全教案手冊. 高中篇/

林月琴總編輯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110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6079-9-5 (PDF)  

中國古典小說選讀: 四大奇書/曾世

豪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87-0 (PDF)  

反動的修辭/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 吳介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6-7-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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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的修辭/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 吳介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666-8-7 (EPUB)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一編/許

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18-672-2 (全套:精裝) NT$54000  

太陽行運全書/韓良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際,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379-5-5 (EPUB)  

不想往前,是為了給你來夢裡的空間/

孟耿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85-3 (PDF)  

不想往前,是為了給你來夢裡的空間/

孟耿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8-996-9 (EPUB)  

方圓並濟,軟硬通吃的說話藝術/馮國

濤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8-3 (EPUB)  

比較選舉制度/王業立著 .-- 8 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51-3 (PDF)  

不管孩子,比管孩子還難!: 黑幼龍給

父母的 15 個教養叮嚀/黑幼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發光體, 11008 .-- 約

360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55-9-8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文學四十講: 常識與慧悟/劉再復著 .-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0-9 (PDF)  

文學四十講: 常識與慧悟/劉再復著 .-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948-5 (EPUB)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一/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89-3 (PDF)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一/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4-7 (EPUB)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二/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0-9 (PDF)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二/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5-4 (EPUB)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三/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1-6 (PDF)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三/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6-1 (EPUB)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五/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3-0 (PDF)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五/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8-5 (EPUB)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四/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2-3 (PDF)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

轅. 四/陳新林, 呂芳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78-97-8 (EPUB)  

引 體 向 上 : 全 方 位 指 南 /HOLD 

STRONG Fitness Team 作; Wayne Yang, 

Lala Ch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諾

克, 11010 .-- 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10-1-0 (平裝) NT$150  

台、日、韓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王

業立, 蘇子喬, 石鵬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19-3 (PDF)  

平凡的朝聖者之路/陳逸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398-5 (PDF)  

末日: 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

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尼爾.

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盧靜, 廖珮

杏,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

場,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645-9-6 (PDF)  

末日: 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

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尼爾.

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盧靜, 廖珮

杏,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

場,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936-0-7 (EPUB)  

弘 文 學 報 . 第 六 期 = Hong Wen 

academic journal/張瓊分, 鄭淑芬, 黃嘉

瑩, 詹琇育, 林益靖, 曾立行, 張琦皇, 

張世昌, 陳啟聞, 鄭棋瑋, 賴奉助, 陳

宛廷, 蔡于色合著 .-- 臺中市 : 中市弘

文高中, 11007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000-4-3 (平裝)  

可以不著急,此刻地球正常運轉中。/

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56-0 (EPUB)  

台北老街(30 周年暢銷紀念新版)/莊

永明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235-6 (PDF)  

台北老街(30 周年暢銷紀念新版)/莊

永明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239-4 (EPUB)  

失去青春的孩子: 美髮建教生的圓夢

與碎夢/涂曉蝶著 .-- 初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04-3-2 (EPUB)  

北平風物: 追憶民初北平/陳鴻年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89-9 (EPUB)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六編/王

明蓀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18-616-6 (全套:精裝) NT$88000  

必考!新多益單字 217/楊智民, 蘇秦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9-51-2 

(EPUB)  

只好掏腰包套書: <<只靠靈感,永遠

寫不出好文案!>>、<<創造價值的技

術>>/王思迅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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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如果出版,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6767-4-7 ( 全 套 : 平 裝 ) 

NT$580  

外交報彙編索引/廣文編譯所增編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533-87-8 (全套:精裝) 

NT$50000  

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郝妮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72-2-4 

(PDF)  

正向領導力: 如何好好對員工說話的

主管職場心理學/汪士瑋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27-2 (EPUB)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四編/曾永義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18-583-

1 (全套:精裝) NT$4500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三編/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18-653-1 (全套:精裝) NT$90000  

生命故事讀本: 伊公與伊婆的順利人

生/管雅菁, 沈艷秋, 王永成, 林志勳, 

黃敏婷, 簡嘉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灣東鯤文史協會, 110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79-1-2 (平

裝) NT$280  

幼兒園人身安全教育教材/林月琴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835-2-3 (PDF)  

幼兒園水域安全教育教材/林月琴總

編輯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

基金會,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35-1-6 (PDF)  

幼兒園防災安全教育教材/林月琴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835-3-0 (PDF)  

幼兒園防墜安全教育教材/林月琴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835-4-7 (PDF)  

幼兒園食藥安全教育教材/林月琴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110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835-5-4 (PDF)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十輯/龔鵬

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518-

547-3 (全套:精裝) NT$15000  

外 星 人 目 擊 者 關 鍵 報 告 /Budd 

Hopkin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8-01-8 (EPUB)  

生活又沒欠你: 今天很好,明天更好,

後天有你世界會變好/康昱生, 呂雙

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90-5 (EPUB)  

外 星 人 飛 碟 的 祕 密 檔 案 /Budd 

Hopkin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8-02-5 (EPUB)  

外星人恐怖攻擊實錄 /Budd Hopkin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8-03-2 

(EPUB)  

生活中的國文課套書: <<宋詞背後的

祕密(生活中的國文課 1)>>、<<三國

背後的祕密(生活中的國文課 2)>>、

<<孔子和他學生的故事(生活中的國

文課 3)>>/林玉玫, 李傳軍, 王鈞林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767-5-

4 (全套:平裝) NT$1040  

世界最強英文文法會話/蘇盈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114-5-8 (PDF)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四編/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986-

518-538-1 (全套:精裝) NT$70000  

未竟的帝國: 英國的全球擴張/約翰.

達爾文(John Darwin)著; 黃中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064-0 (EPUB)  

北窗下/張秀亞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7-6 (EPUB)  

市場行銷理論與實務/馬士偉, 王微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52-5 (EPUB)  

打開網路就有錢: 我靠自媒體與投資

理財打造多元獲利模式/呂明璋(工具

王阿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230-2 (EPUB)  

生酮套書: <<救命療法.生酮飲食>>、

<<慢性病生酮療法>>/王思迅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6767-3-

0 (全套:平裝) NT$1060  

白萩詩選/白萩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6-9 (EPUB)  

用電影和孩子談生命中重要的事: 85

部好片 X 200 道提問,親師必備的引

導對話指南/陳建榮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059-4 (EPUB)  

永樂大帝: 明成祖朱棣/指點江山著 .-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85-9 (平裝) NT$380  

台灣 NEW 萬用地圖大全/ .-- 臺北市 : 

大輿, 11008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6-193-5 (平裝)  

台灣究極美食/TRAVELER Luxe 旅人

誌編輯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05-1 (PDF)  

台灣門神圖錄(專業典藏版)/康鍩錫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貓 頭 鷹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02-6 (PDF)  

台灣紀行/司馬遼太郎著; 李金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684-0 

(EPUB)  

台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美展. 2021/謝

碧芬主編 .-- 臺中市 : 臺灣普羅藝術

交流協會, 11007 .-- 48 面; 26X25 公

分 .-- ISBN 978-986-86760-3-9 (平裝) 

NT$300  

台灣數位媒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1 年第 14 屆/林淑媛, 江淑

吟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媒設系,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46-6-1 (PDF)  

好土地照顧好身體: 向自然學習養生,

哈佛醫學博士的食物、健康與營養

之旅/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著; 

唐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26-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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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土地照顧好身體: 向自然學習養生,

哈佛醫學博士的食物、健康與營養

之旅/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著; 

唐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31-8 (EPUB)  

成大事者,懂記仇: 謝謝那些讓我不

甘心、過不去、被輕視、被欺騙、

被冒犯的一切,把怨恨化成變好的動

力/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著; 姚怡

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99-9 (PDF)  

成大事者,懂記仇: 謝謝那些讓我不

甘心、過不去、被輕視、被欺騙、

被冒犯的一切,把怨恨化成變好的動

力/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著; 姚怡

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501-9 (EPUB)  

老子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游浩編

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游 浩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089-2 (EPUB)  

竹久夢二 TAKEHISA YUMEJI: 認識

日本大正浪漫藝術的先驅與形塑日

系美學的「夢二式」藝術 /王文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339-2 (PDF)  

西方四大神話/蘇拾平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515-89-8 (全套:平裝) 

NT$1700  

安心成家買屋裝修 200QA: 教你預售、

新屋、老屋看屋眉角,挑對好房裝潢

更省錢/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0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08-723-5 (PDF)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安全 /鍾志東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0-3 

(PDF)  

污水與廢水工程: 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之貴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35-3 (PDF)  

安心學做手工麵包!/韋太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 110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21-0-

5 (平裝) NT$500  

此生必學 TOP7 招: Adobe Photoshop 

CS3/Scott Kelby 作; 楊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914-2 (PDF)  

在世界看見臺灣的力量: 超越三十載

國際援助路,李栢浡親證回憶錄/李栢

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75-2 (PDF)  

在世界看見臺灣的力量: 超越三十載

國際援助路,李栢浡親證回憶錄/李栢

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77-6 (EPUB)  

*成功關鍵分析與簡報/魏季宏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魏季宏, 11007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119-

6 (平裝) NT$100  

好好運動伸展套書: <<世界最快有效

的伸展運動 3.0>>、<<運動 1 分鐘

=45 鐘,HIIT 訓練全書>>/村山巧, 川

田浩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

06767-2-3 (全套:平裝) NT$780  

合作或衝突: 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

關係(1931-1945)/蕭李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8-88-6 

(PDF)  

合作或衝突: 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

關係(1931-1945)/蕭李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8-99-2 

(EPUB)  

如何看懂書法/侯吉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011-0 (PDF)  

如何看懂書法/侯吉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012-7 (EPUB)  

*自我評鑑與班級經營改進/魏季宏

著 .-- 1 版 .-- 苗栗縣 : 台灣國際文教

公益協會, 11006 .-- 1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843-0-8 ( 平 裝 ) 

NT$180  

如何避開地雷股/葉銀華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03-1 (PDF)  

交易聖經. 2: 蛻變頂尖市場作手的終

極祕鑰/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李靜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1-34-6 (PDF)  

交易聖經. 2: 蛻變頂尖市場作手的終

極祕鑰/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李靜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1-36-0 (EPUB)  

因為人類太奇怪 ,所以需要心理學 : 

其實,生活中 90%的問題,都可以靠心

理學解決!/張憲鵬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66-0 (EPUB)  

向孩子借來的地球: 20 個自然生活練

習,打造綠色家園與可持續的未來/福

岡梓文字 ; 川村若菜插畫 ; 嚴可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336-3-4 (EPUB)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洪愛珠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7 .-- 約 427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84-2 

(線上有聲書(MP3))  

有毒的男子氣概: 從希臘英雄、中世

紀騎士、英國仕紳與現代新好男人,

歷史如何層層建構「男人」的形象/

盧省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

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15-6-9 (EPUB)  

在家也能拚經濟: 從零開始的斜槓創

業,全職媽媽教你的全方位財務自由

計畫/克莉絲朵.潘恩(Crystal Paine)著; 

陳依亭, 王育姿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5957-7 (PDF)  

在家也能拚經濟: 從零開始的斜槓創

業,全職媽媽教你的全方位財務自由

計畫/克莉絲朵.潘恩(Crystal Paine)著; 

陳依亭, 王育姿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5960-7 (EPUB)  

西 班 牙語 觀光 必備 萬用句 小 手冊

/Miguel Rubio Lastra, 林姿如 Azucena 

Lin Tzu-Ju 作 .-- 臺中市 : 佳台書店, 

11007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663-0-4 (平裝)  

西 班 牙語 觀光 必備 萬用句 小 手冊

/Miguel Rubio Lastra, 林姿如(Azucena 

Lin Tzu-Ju)作 .-- 臺中市 : 佳台書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63-1-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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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這樣教 化學秒懂: 教材、參考

書太枯燥,零基礎化學啟蒙書,基本觀

念用漫畫讓你輕鬆搞懂/拉法艾拉.克

雷先茨(Raffaella Crescenzi), 羅伯托 .

文森茨(Roberto Vincenzi)作; 周夢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2-75-6 (PDF)  

名師這樣教 化學秒懂: 教材、參考

書太枯燥,零基礎化學啟蒙書,基本觀

念用漫畫讓你輕鬆搞懂/拉法艾拉.克

雷先茨(Raffaella Crescenzi), 羅伯托 .

文森茨(Roberto Vincenzi)作; 周夢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2-77-0 (EPUB)  

伊索寓言的智慧(中英對照新裝版)/

伊索原著; 劉怡君改寫 .-- 初版 .-- 臺

中市 : 好讀,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554-7 (EPUB)  

冰雪女王: 安徒生經典插畫復刻版,

冰雪奇緣動畫故事原型/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凱瑟琳.比佛

利(Katharine Beverley), 伊莉莎白.艾蘭

德(Elizabeth Ellender)繪圖; 劉夏泱策

劃.賞析; 李康莉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500-7 (EPUB)  

冰雪女王: 安徒生經典插畫復刻版,

冰雪奇緣動畫故事原型/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李康莉譯; 黃佳

琪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 

11007 .-- 約 1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502-1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冰雪女王: 安徒生經典插畫復刻版,

冰雪奇緣動畫故事原型(台語版)/安

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李康

莉,郭雅瑂譯; 郭雅瑂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7 .-- 約 155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503-8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地球編年史完全指南系列/撒迦利亞.

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宋易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202-1-4 (全套:

平裝) NT$3840  

共創大淡水: 清法戰爭/翁明賢作; 詹

祥威撰稿 .-- 新北市 : 淡大戰略所, 

11007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8736-98-6 (平裝)  

自然派旅行/TRAVELER Luxe 旅人誌

編輯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06-8 (PDF)  

休閒農業規劃與體驗設計/段兆麟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6-5 

(PDF)  

在診療室遇見老子: 療癒 10 萬人的

日本精神科名醫,教你 32 個「零批判」

思考模式/野村總一郎作; 郭子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14-1 (PDF)  

死過一次才學會保護自己/艾妮塔.穆

札尼(Anita Moorjani)著; 祁怡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01-77-1 

(EPUB)  

字 彙 專 論 . 二 , topics & compound 

words/黃淑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53-8 (平裝) NT$280  

好電影的創作法則 /尼爾 .藍道(Neil 

Landau)著;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34-9-5 (EPUB)  

肌膚的事,讓專業的來!: 謝旭東醫師

教你正確護膚,讓你晶瑩透亮/謝旭東

著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497-9-6 

(EPUB)  

有趣到睡不著的地球科學: 變成化石

沒那麼簡單/左卷健男著; 陳朕疆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3-1-7 

(PDF)  

有趣到睡不著的地球科學: 變成化石

沒那麼簡單/左卷健男著; 陳朕疆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3-3-1 

(EPUB)  

有趣的圖解自律神經: 專家醫生為你

解說有關自律神經系統的全部奧秘/

小林弘幸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9-28-9 (EPUB)  

有趣到讓人捨不得睡的圖解脂質/守

口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20-3 (EPUB)  

老闆說我的企劃是垃圾: 企劃救星!

韓國三星集團都在用,5 步驟明確流

程打造神提案/朴赫鍾(박혁종)著; 郭

佳樺譯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49-3-4 

(EPUB)  

肉蟻小姐說歷史邊緣人/肉蟻小姐文

字.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7-336-2 (EPUB)  

在麵包店學資本主義: 從人文角度看

數位時代的資本家、勞動者的改變/

朴貞子(박정자)著; 陳姿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38-7 (PDF)  

在麵包店學資本主義: 從人文角度看

數位時代的資本家、勞動者的改變/

朴貞子(박정자)著; 陳姿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240-0 

(EPUB)  

佛兰克.梅尔:美国现代植物探险家/

谭继清, 白史且, 蔡信杰, 李平, 谭志

坚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長青, 

11007 .-- 2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4401-7-3 (平裝) NT$300  

抖 S 宇宙先生的 1 分鐘「下單」練

習: 給跟宇宙下訂單 87 次還沒成功

的你: 每天 1 句「愛的鞭策」,強運增

幅,人生從此開掛/小池浩著; アべナ

オミ繪;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3-3-6 (PDF)  

抖 S 宇宙先生的 1 分鐘「下單」練

習: 給跟宇宙下訂單 87 次還沒成功

的你: 每天 1 句「愛的鞭策」,強運增

幅,人生從此開掛/小池浩著; アべナ

オミ繪;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3-4-3 (EPUB)  

每一天都拉開生活差距 天才們的生

活駭客技巧/許成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84-8 (PDF)  

每一天都拉開生活差距 天才們的生

活駭客技巧/許成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86-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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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愛自己: 世界最知名身心靈出

版社創辦人露易絲.賀 366 篇療癒經

典收錄/露易絲.賀 Louise L. Hay 著; 

謝佳真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58-621-7 (EPUB)  

努力到無能為力,拚搏到感動自己/沐

木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光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3-47-1 (EPUB)  

每天 60 分鐘,陪孩子走過小學 6 年/

李慧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49-5 (EPUB)  

你不只是新人,你是好手: 職場第一

年必學的 30 個工作技能與習慣,步步

到位!/大石哲之著; 賈耀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41-8 (EPUB)  

你不知道的英國留學/郝斐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53-2 

(EPUB)  

每天進步一點點: 生活習慣優化術/

田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70-6 (EPUB)  

我父親。那麼老派,這麼多愛/蔡詩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23-0-4 (EPUB)  

我台北,我街道/胡晴舫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025-7 (PDF)  

我台北,我街道/胡晴舫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026-4 (EPUB)  

別生氣 ,這就是人性!你非懂不可的

54 個心理學法則/馮國濤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69-0 (EPUB)  

求生慾超強的說話課: 一本從感情到

職場都實用的溝通技巧,讓你「聲控」

人心/俞姿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71-4 (EPUB)  

沒有不好賣,只有不會賣: 行銷人員

充電手冊/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60-7 (EPUB)  

更好的生活(十周年增訂新版)/吳岱

穎 , 凌 性 傑 作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43-0 (PDF)  

更好的生活(十周年增訂新版)/吳岱

穎 , 凌 性 傑 作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47-8 (EPUB)  

我在索羅門: 台灣大使親臨美日舊戰

場的回憶/羅添宏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燎原出版,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97-7-4 (PDF)  

我在索羅門: 台灣大使親臨美日舊戰

場的回憶/羅添宏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燎原出版,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97-8-1 (EPUB)  

告別受委屈的自己: 清理侵蝕關係的

四種情緒債務,給自己沒有虧欠的愛

與關係/安迪.史坦利(Andy Stanley)著; 

陳雅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32-0-2 (EPUB)  

男男性愛怎麼做?BL 攻受技巧全解

析/R-BL 研究會編; 呂郁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4-819-5 

(EPUB)  

別怕!零基礎的財務報表解讀術: 輕

鬆理解三大報表,工作投資都上手!/

大手町漫步作; 陳美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821-5 (EPUB)  

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 透過「內在

小孩」心法,重整成人與父母更平和

與成熟的親子關係/瑪麗-法蘭絲 巴

雷.迪.寇克侯蒙(Marie-France Ballet de 

Croquereaumont), 艾曼紐 巴雷.迪.寇

克 侯 蒙 (Emmanuel Ballet de 

Croquereaumont)著; 黃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63-802-2 (EPUB)  

你的心境,決定你的處境/連城紀彥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83-5 (平裝) NT$380  

即使全世界都在抱團,姐也要走自己

的路/格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194-4 (PDF)  

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Strong 

& Lean 9 分鐘精實計畫/馬克.羅倫

(Mark Lauren), 約書亞.克拉克(Joshua 

Clark)著;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12-40-6 (EPUB)  

你的善良,不要浪費在不值得的人身

上/全大進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34-7 (PDF)  

抖音/馬修.布倫南(Matthew Brennan)

著; 張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商業周刊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519-64-3 (EPUB)  

別是巴聖靈特刊/陳威婷, 劉永傑, 陳

威仰[作]; 黃璿達, 郁鴻軒, 楊璦丞編

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

別是巴教會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884-0-5 (PDF)  

我怎樣學習當記者/南振中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51-8 

(EPUB)  

李飛鵬醫師詩圖集: 悲傷的建築/李

飛鵬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 

11009 .-- 328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986-06927-0-9 (精裝)  

李家同閱讀筆記: 聊電影聊小說聊好

書/李家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54-2 (PDF)  

我們的時代: 海明威一鳴驚人短篇小

說集/海明威作; 張心哲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007 .-- 約 40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7-86-6 (線上有

聲書(MP3))  

作家們都喝什麼酒: 100 位文學名家

的靈感特調&酒譜 /Apollo Publishers

編; 李珮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396-1 (PDF)  

*我們都有病: 逃避有什麼關係,致為

病拼搏的年輕世代/我們都有病, 謝

采倪原作; 鄭焙檍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007 .-- 約 472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33-0 (線上有

聲書(MP3)) NT$350  

巫師與先知: 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拯

救我們免於生態浩劫?/查爾斯.曼恩

(Charles C. Mann)作; 甘錫安, 周沛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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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34-2-5 

(PDF)  

巫師與先知: 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拯

救我們免於生態浩劫?/查爾斯.曼恩

(Charles C. Mann)作; 甘錫安, 周沛郁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34-3-2 

(EPUB)  

你現在所收聽的是: 王一明會客室,

放送人間溫馨情/王一明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48-5-9 (PDF)  

身處逆境還能笑,這世界沒有什麼能

把你難倒。/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57-7 (EPUB)  

宏 國 德 霖 外 語 教 學 與 文 學 期 刊 . 

2021= 2021 The HDUT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宏國 德霖 科技 大學 應用 英語 系彙

集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7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54-5 (平裝) NT$580  

我想把你留在昨天/溫如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769-0 (PDF)  

我想遇見這樣的大人: 兒少諮商專家

親授 5 技巧,打開青春期孩子的心房/

李林淑著;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231-9 (EPUB)  

投資權證,獲利翻倍: 小資族斜槓投

資,小錢「活」起來,股票族波波獲利,

翻倍更有感/彭儒迪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70-7 (PDF)  

投資權證,獲利翻倍: 小資族斜槓投

資,小錢「活」起來,股票族波波獲利,

翻倍更有感/彭儒迪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74-5 (EPUB)  

我與文學/張秀亞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5-2 (EPUB)  

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鄭琬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014-1 

(PDF)  

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鄭琬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015-8 

(EPUB)  

低調不是示弱 ,不露聲色表現自己 : 

高明做人的 63 條精華法則,有能力到

哪都會被重用/王郁陽, 任學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70-7 

(EPUB)  

防墜安全教育教材知能手冊/林月琴

總編輯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安全文

教基金會,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35-0-9 (PDF)  

快樂經濟學: 善用人性心理達成財富

目標/徐秀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59-1 (EPUB)  

那飄去的雲/張秀亞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2-0 (EPUB)  

知人知面可知心: 準確度奇高的專家

識人術/曾樺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7-71-3 (EPUB)  

東大生的強者思維特訓課: 提升記憶、

表達、分析、創造力,不只考高分,任

何事都學得快、做得好!/西岡壱誠著; 

楊毓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2-51-2 (PDF)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一, 從帛書<<老子>>談人生修行

法則/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6-21-6 (EPUB)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儒學六藝: 中

華精英的蒙學教育. 2/范明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96-18-6 

(EPUB)  

法文藝術歌曲. 女性篇/孫清吉主編 .-

- 臺北市 : 樂韻, 11007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986-62-9 (平裝)  

明末名臣盧象昇: 被世人所遺忘的抗

清英雄/龍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72-1 (EPUB)  

花卉學/John M. Dole, Harold F. Wilkins

著; 葉德銘, 張耀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9-6 (PDF)  

放自己一馬,從此你的人生你做主。/

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58-4 (EPUB)  

青光眼、白內障、黃斑部病變,視力

博士的眼睛自救書/山口康三著; 黃

瓊仙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623-1 

(EPUB)  

法式甜點美味饗宴套書/Ying C., 陳

穎, 田中真理著; 丁廣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7 .-- 冊 .-- ISBN 

978-986-5515-86-7 ( 全 套 : 平 裝 ) 

NT$1400  

東 吳 工 程 法 學 論 叢 . 2021= 2021 

soochow construction law review/洪家

殷, 陳汝吟, 林家祺, 程明修, 許登科, 

蕭宏宜合著; 陳汝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東吳法學院, 11007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568-96-

1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86-

6568-97-8 (精裝) NT$500  

享受寂寞,擁抱孤獨,一個人也可以很

舒服/游志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1-4 (EPUB)  

明治散步/牛奶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690-9-1 ( 全 套 : 平 裝 ) 

NT$799  

臥底經濟學家的 10 堂數據偵探課/提

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廖建容, 廖

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68-7 (PDF)  

臥底經濟學家的 10 堂數據偵探課/提

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廖建容, 廖

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70-0 (EPUB)  

法律人的第一本書/楊智傑, 錢世傑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61-0 

(PDF)  

屆時/江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吳西

東, 11008 .-- 13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9127-1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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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太陽的臺灣: 臺灣文化、政治與

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黃煌雄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37-0 (PDF)  

兩個太陽的臺灣: 臺灣文化、政治與

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黃煌雄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293-6 

(EPUB)  

治病先醫心: 心理如何治癒身體,英

國皇家醫學會精神科醫師的身心安

頓 之 道 / 艾 勒 斯 特 . 桑 豪 斯 (Alastair 

Santhouse)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奇光,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06-9-3 (PDF)  

治病先醫心: 心理如何治癒身體,英

國皇家醫學會精神科醫師的身心安

頓 之 道 / 艾 勒 斯 特 . 桑 豪 斯 (Alastair 

Santhouse)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奇光,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78-0-4 (EPUB)  

居家護理實務/郭雅雯, 呂郁芳, 郭芳

雅, 陳儀倩, 謝玉惠, 劉美玲, 馬淑清, 

陳慧秦, 紀淑靜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08-5 (PDF)  

放棄的力量: 你贏不了,不是因為你

不夠努力/為末大著; 秦健五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離城生活工作室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1-1-4 (EPUB)  

長得漂亮是優勢,活得漂亮是本事/心

圓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達 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72-0 (EPUB)  

法教請神與調營犒賞法式/黃中陽編

校 .-- 初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 

11007 .-- 1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8580-35-0 (平裝) NT$400  

盲視效應: 找出左右大腦消費行為的

關鍵,破解行銷手法,與品牌平起平坐

/麥特.強森(Matt Johnson), 普林斯.古

曼(Price Ghuman)作; 洪慧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36-3 (PDF)  

盲視效應: 找出左右大腦消費行為的

關鍵,破解行銷手法,與品牌平起平坐

/麥特.強森(Matt Johnson), 普林斯.古

曼(Price Ghuman)作; 洪慧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95-41-7 

(EPUB)  

社會在走,歷史要懂: 呂捷開講/呂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782-1 

(EPUB)  

林葉莊: 蠻蠻 2009 年電影長篇劇本

創作. III/蠻蠻著 .-- 臺北市 : 陳羽茗, 

11008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55-4 (平裝) NT$150  

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樹立西方文壇聲

譽最高傑作/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

譯; 蕭定睿, 蔡惠月朗讀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11007 .-- 約 556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1-40-7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拙趣: 翰墨淋漓書法社師生作品集. 

第一屆/林思蕙主編 .-- 臺北市 : 翰墨

淋漓書法社, 11008 .-- 5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77-0-4 (平裝)  

空橋上的少年. 下部/蔡伯鑫作; 顧紘

恩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7 .-- 

約 3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87-3 (線上有聲書(MP3))  

初醒如飛行/李蘋芬作.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007 .-- 約 8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7-85-9 (線上有

聲書(MP3))  

花壇村女性與地方產業歷史共伴紀

錄 手 冊 = The legendary female's roll 

between developing years in Hua-Tan 

village/趙漢欽, 楊金英, 洪淑娟, 朱世

雲, 林旻蓉, 楊宥云, 侯雪娟, 蕭媛之, 

林煒倫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 : 彰化

縣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11007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861-0-4 (平

裝) NT$280  

金錢的祕密: 對待金錢的方式,決定

你是不是有錢人/金勝鎬著; 徐國明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622-4 

(EPUB)  

放學後才是關鍵!共學共遊,啟發孩子

的未來大能力!(16 週年茁壯紀念版)/

黃能得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565-2 (PDF)  

放學後才是關鍵!共學共遊,啟發孩子

的未來大能力!(16 週年茁壯紀念版)/

黃能得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566-9 (EPUB)  

奇蹟的泉水 ,月明水= 기적의 약수, 

월명수/主梨星, 任河恩, 張允禎原書

編輯; 謝宜倫, 明言翻譯部翻譯 .-- 臺

北市 : 明人出版, 11007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57-6-7 (平裝) 

NT$320  

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植/Dr.bird 詹皓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36-2-2 (PDF)  

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李璐作; 

郭子琳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分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9257-8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60 .-- ISBN 978-957-13-9258-5 (線

上有聲書(MP3)) NT$360  

看不見的圖書館. 6, 梅杜莎之筏/珍

娜薇 .考格曼 (Genevieve Cogman)著 ; 

聞若婷譯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90-0 (EPUB)  

軍中鬼話之惡靈碉堡/鬼谷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73-7 (EPUB)  

風水聖經. 2022/陳冠宇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

64-8 (平裝) NT$188  

看水滸的圓滑世故/李志剛編著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55-7-3 (PDF)  

英文寫作公式/白善燁作; 梵妮莎, 許

竹瑩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172-0 

(PDF)  

城 市 、 演 化 、 人 / 莫 妮 卡 . 史 密 斯

(Monica L. Smith)著; 吳凱琳, 王年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003-4 

(EPUB)  

省出一棟房: 24 招易上手的存錢絕技

/陳泰源著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81-2-8 (EPUB)  

活在大宋/劉曙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44-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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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大漢/祈莫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45-1 (EPUB)  

思考不一定致富,要有行動才會有成

功: 有能力、有資本、有謀略,為什

麼轉不了錢?快找出生意場上的那隻

「鼬鼠」!/徐書俊, 吳利平, 王衛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91-2 (EPUB)  

活在我們的星球/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 喬 尼 . 休 斯 (Jonnie 

Hughes)著; 陳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205-7 (EPUB)  

為你負重前行: 亞東醫院抗疫實錄/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著; 邱莉燕, 張玉櫻, 

楊倩蓉採訪整理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67-0 (PDF)  

為你負重前行: 亞東醫院抗疫實錄/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著; 邱莉燕, 張玉櫻, 

楊倩蓉採訪整理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69-4 (EPUB)  

科技與法律之交會: 產學研發技術報

告合集/陳曉慧著 .-- 臺北 : 陳曉慧,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087-8 (PDF)  

苡見鍾情: 巫苡萱數位寫真/巫苡萱

作 ; 莉 奈 攝 影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22-4 (PDF)  

苡見鍾情: 巫苡萱數位寫真/巫苡萱

作 ; 莉 奈 攝 影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024-8 (EPUB)  

食物的禁忌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

柯友輝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55-8-0 (PDF)  

勇者動畫系列 創作設定集/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8-984-6 (PDF)  

勇者動畫系列 創作設定集/財團法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014-9 (EPUB)  

食品添加物業者自主管理手冊/吳秀

梅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食藥

署, 11007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9-37-5 (平裝) NT$300  

英國私立學校指南/胡悅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59-4 

(EPUB)  

面試成功!求職面試必讀聖經/孫裕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74-4 

(EPUB)  

飛碟入侵再發現!外星人檔案大解密/

希拉紫(Shiela Z)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28-04-9 (EPUB)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22/陳冠宇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10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492-65-5 (平裝) NT$188  

怎麼活怎麼死: 死不了的時代,我們

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村上陽一郎著;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18-0 (EPUB)  

*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 2021: 職場

英 語 與 全 球 化 = The 11th English 

Teaching/Business English 

Forum(ETBEF2021): english for the 

workplace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段

惠珍, 田安克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 11007 .-- 14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869-7-0 ( 平 裝 ) 

NT$480  

看圖說智慧/小片天空作 .-- 臺東縣 : 

歡喜, 11007 .-- 2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29151-1-0 (平裝)  

看圖說智慧/小片天空作 .-- 初版 .-- 

臺東縣 : 歡喜,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9151-2-7 (PDF)  

訂閱經濟: 一場商業模式的全新變革

/安福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10-5 (EPUB)  

前輪操控進階訣竅/林建勳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菁華,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75-2-5 (PDF)  

挑戰 Visual C# 2008 程式設計樂活學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15-9 

(PDF)  

科學化特色產品開發技術/王曉芬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昇陽國際設計, 

11007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9317-7-0 (平裝) NT$550  

活學活用人性兵法/羅策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84-

2 (平裝) NT$380  

建築師,很有事: 林淵源親聲朗讀有

聲書/林淵源作; 朗讀 .-- 臺北市 : 麥

浩斯, 11009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720-4 (線上有聲書

(MP3))  

建築聲學及其應用: 演藝廳及攝影棚

案例/陳金文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陳金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092-2 (PDF)  

建築聲學及其應用: 演藝廳及攝影棚

案例/陳金文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陳金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100-4 (EPUB)  

看懂禪機/呂冬倪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8-38-5 (PDF)  

孫子兵法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游

浩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游浩,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090-8 (EPUB)  

站在巨人的肩膀: 超經典職場心理學

100 則/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7-76-8 (EPUB)  

討好陷阱: 心理諮商師的情緒解方: 

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滿意,那就別

再嘗試討好他們/艾瑪.里德.特雷爾

(Emma Reed Turrell)著; 林怡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9-65-0 (PDF)  

討好陷阱: 心理諮商師的情緒解方: 

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滿意,那就別

再嘗試討好他們/艾瑪.里德.特雷爾

(Emma Reed Turrell)著; 林怡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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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9-66-7 (EPUB)  

租地種菜去照片選輯一/吳睿保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博毓學園吳睿保,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6-2-6 (PDF)  

凍卵: 保留自己未來的選擇權/陳菁

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7-73-2 (PDF)  

追求安定、邁向繁榮: 基隆市「兩河

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故事/曾子良

編撰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社區大

學教育基金會, 11007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4187-5-1 (平裝)  

書法,漢字最美的歷史: 讀懂書法的

60 堂美學課/黎孟德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507-6 (EPUB)  

個性: 如何自我實現,成為你想成為

的自己/克莉絲蒂娜.伯恩特(Christina 

Berndt)著; 王榮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51-6 (PDF)  

個性: 如何自我實現,成為你想成為

的自己/克莉絲蒂娜.伯恩特(Christina 

Berndt)著; 王榮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53-0 (EPUB)  

倦怠 ,為什麼我們不想工作 /波波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2-83-1 (PDF)  

倦怠,為何我們不想工作/波波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85-5 

(EPUB)  

高度 2500 呎的夢想: 台東如何打造

熱氣球第一品牌/陳書孜, 王思佳作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62-5 (PDF)  

高度 2500 呎的夢想: 台東如何打造

熱氣球第一品牌/陳書孜, 王思佳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65-6 (EPUB)  

高竿話術首部曲: 說得漂亮的場面話

/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77-5 (EPUB)  

家政概論/張文軫, 張嘉苓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833-

5 (平裝)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殷海光, 夏君

璐著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50-469-6 (PDF)  

疲倦的青少年: 只有成人才會累?現

今青少年受疲勞所苦的比例,幾乎跟

流行病一樣: 從醫師觀點了解到底怎

麼 一回 事 /菲力普 .R.費雪 (Philip R. 

Fischer)著; 廖桓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80-0 (PDF)  

疲倦的青少年: 只有成人才會累?現

今青少年受疲勞所苦的比例,幾乎跟

流行病一樣: 從醫師觀點了解到底怎

麼 一回 事 /菲力普 .R.費雪 (Philip R. 

Fischer)著; 廖桓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81-7 (EPUB)  

庭院深深: 最美的宋詞英譯新詮/許

淵沖英譯; 吳俁陽賞析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67-1 (EPUB)  

高效率癌症照顧心法/張鳳書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85-8-3 

(EPUB)  

神氣滿臺/張瑞元作.攝影 .-- 初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化, 11007 .-- 5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867-3-2 (平

裝) NT$630  

神啊!我要怎麼問你問題?/王崇禮作; 

林許迦恆朗讀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007 .-- 約 30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32-6 (線上有聲書(MP3)) 

NT$163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1= 2021 Alethe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 初板 .-- 新北市 : 真理大

學財經學院, 11007 .-- 36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758-77-5 (平裝)  

*真理大學優質通識教育的未來展望

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尹珮璐總

編輯 .-- 新北市 :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11007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8-78-2 (平裝)  

秘密之水. 2, 小眠獸征隊/夏千越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詩與奇幻冒險工

作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7-2-6 (EPUB)  

真富人,假富人/史景仁(사경인)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90-6 (PDF)  

真富人,假富人/史景仁(사경인)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92-0 (EPUB)  

氣場心理學: 讓你激發潛能,正能量

全開的心靈自助手冊/司徒隆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84-3 (EPUB)  

租稅申報實務/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

- 廿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 11008 .-- 

480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986-

06757-3-3 (平裝) NT$600  

消費者行為: 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

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6-3-2 (EPUB)  

真菌微宇宙: 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

世界、推展生命,連結地球萬物/梅林.

謝德瑞克(Merlin Sheldrake)著; 周沛

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336-4-1 (PDF)  

高雄慢調生活學/TRAVELER Luxe 旅

人誌編輯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07-5 (PDF)  

高雄醫學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KMU 2020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楊俊毓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醫大, 

11007 .-- 130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6105-53-1 (平裝)  

索達吉堪布人生套書: <<苦才是人生

>>、<<做才是得到>>、<<殘酷才是

青春>>/索達吉堪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767-6-1 ( 全 套 : 平 裝 ) 

NT$1160  

茶園病蟲害草害整合管理施行指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59-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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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超圖解: 影響日本人生活的信

仰根本/澀谷申博著; 抹茶糰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5-84-3 (EPUB)  

校園煞到鬼/鬼谷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75-1 (EPUB)  

海頓媽媽的朝食之味: 快速多變的 60

款吃不膩美味早餐/海頓媽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21-9-1 (PDF)  

海頓媽媽的朝食之味: 快速多變的 60

款吃不膩美味早餐/海頓媽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03-0-9 

(EPUB)  

真想暫時變成貓: 搞懂貓脾氣!韓國

貓專科名醫的貓咪行為與情緒指南/

羅應植(나응식)作; 陳品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29-6 (EPUB)  

泰語 44 音完全自學手冊 /陳家珍

(Srisakul Charerntantanakul)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9-45-1 (EPUB)  

高層次閱讀思考: 建中名師親授,有

效克服閱讀萬字長文的障礙,快速抓

到重點,學會了比補習更實在/黃春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704-8 (PDF)  

海德格傳: 其人與其世代的激情與災

難 / 呂 迪 格 . 薩 弗 蘭 斯 基 (Rüdiger 

Safranski)著; 連品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26-0 (PDF)  

骨骼之書: 藝用解剖學入門 X step by 

step 多視角人體結構全解析/鍾全斌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浩 斯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725-9 (EPUB)  

哲學家,很有事?: 漫談蘇格拉底和 16

位小夥伴/賈辰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14-1 (PDF)  

哲學家,很有事?: 漫談蘇格拉底和 16

位小夥伴/賈辰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18-9 (EPUB)  

哲學家,很有事?: 趣談前蘇格拉底的

16 位大奇葩/賈辰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19-6 (EPUB)  

哲學家,很有事?: 趣談前蘇格拉底的

16 位大奇葩/賈辰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20-2 (PDF)  

高齡長者口腔照護/林孟薇, 林佳瑩, 

宋惠娟編著 .-- 初版 .-- 花蓮市 : 林孟

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9116-5 (PDF)  

這九大性格將改變您的一生/李津編

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55-9-7 (PDF)  

第二彈!微距攝影の野草之花圖鑑: 

野花草微觀解剖書!更多的香草、食

用以及藥用植物大集合!/多田多惠子

文; 大作晃一攝影; 嚴可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82-5-2 (EPUB)  

這才是吸引力法則: 希克斯與亞伯拉

罕的靈性對話/伊絲特.希克斯(Esther 

Hicks), 傑瑞.希克斯(Jerry Hicks)著; 嚴

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2-38-3 (EPUB)  

這才是高級幽默: 名人趣聞軼事錄/

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79-9 (EPUB)  

常用中藥藥材及方劑學/顧祐瑞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24-7 (PDF)  

移民政策與移民情勢/張維容, 王寬

弘, 林盈君, 陳明傳, 江世雄, 許義寶, 

孟維德, 柯雨瑞, 曾麗文, 黃翠紋, 楊

翹楚, 楊基成, 高佩珊, 曾智欣, 蔡政

杰, 吳冠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20-9 (PDF)  

第四級病毒: 一對病毒學家與致命病

毒的戰爭/約瑟夫.麥科明克(Joseph B. 

McCormick), 蘇 珊 . 費 雪 賀 區 (Susan 

Fisher: Hoch)著; 何穎怡譯 .-- 四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2-34-5 (EPUB)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附補遺(新)/楊家

駱編 .-- 初版再刷 .-- 臺北市 : 鼎文, 

11009 .-- 65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0793-71-0 (平裝)  

從利未記至尼希米記看生命的路線/

李常受著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福音書房, 11007 .-- 20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166-708-9 (平裝)  

都更危老大解密,耕築共好家園/黃張

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08-0 (PDF)  

造 局者 : 思考 框架 的威力 /庫基耶

(Kenneth Cukier),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德 菲 爾 利 科 德

(Francis de Véricourt)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34-2 (PDF)  

造 局者 : 思考 框架 的威力 /庫基耶

(Kenneth Cukier),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德 菲 爾 利 科 德

(Francis de Véricourt)著;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41-0 (EPUB)  

從邪念到暴行: 跟蹤騷擾、人質挾持、

校園槍擊、無差別殺人,鑑識心理學

家的當代犯罪診斷書/克里斯.莫漢迪

(Kris Mohandie), 布 萊 恩 . 史 柯 洛 夫

(Brian Skoloff)原作; 鄭煥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009-6 (EPUB)  

專注力 UP!5 分鐘居家辦公整理術: 

房間小也 OK!科學方法擺脫雜物干

擾,打造不復亂 WFH 空間,建立超強

工 作 效 率 / 米 田 瑪 麗 娜 (Komeda 

Marina)作; 哲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89-603-7 (EPUB)  

從空中看古厝: 古建築達人為你導覽

45 棟台灣老民宅,特別加收 30 棟已

消失不存的古建築紀錄/康鍩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06-4 

(EPUB)  

統治世界說明書: 世界強權的 27 個

祕 密 策略 /佩德羅 .巴尼 奧 斯 (Pedro 

Baños)著; 葉淑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563-8 (PDF)  

統治世界說明書: 世界強權的 27 個

祕 密 策略 /佩德羅 .巴尼 奧 斯 (P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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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ños)著; 葉淑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564-5 (EPUB)  

理尚往來: 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

洪蘭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233-3 (EPUB)  

基金管理大師: 成為讓基金經理人害

怕的基金操盤手 !/趙劭甫 , 鄭一群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97-4 (EPUB)  

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 對台海

戰爭的政治分析/范疇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3-27-0 (PDF)  

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 對台海

戰爭的政治分析/范疇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3-29-4 (EPUB)  

都是心理學搞的鬼: 教你識破心機詭

計的生存智慧書/馮國濤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0-5 (EPUB)  

專為初學者設計的股市致富系統: 整

合價值與趨勢的股票投資系統入門

書/陳卓賢作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94-5-4 (PDF)  

統計的藝術/大衛.史匹格哈特(David 

Spiegelhalter)著; 羅耀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579-7-5 (EPUB)  

從苦境中轉回: 101 種帶有力量,能讓

生活美好的思考 /謙卑詩人(Humble 

the Poet)著; 許家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232-6 (EPUB)  

牽風箏的人: 12 堂戲劇課程實作教案

x「風箏計畫」全記錄 ,以戲劇為青

少年教育注入另一種可能 /余浩瑋 , 

杜傳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青少年

表演藝術聯盟,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5-8 (PDF)  

專案心理學: 從理解人性為起點,促

成利害關係人的美妙合作 /姚詩豪

(Brya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管

理顧問,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435-5-8 (PDF)  

專家之路/羅傑.倪朋(Roger Kneebone)

著;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7-26-0 (EPUB)  

逗留 台北 ,美好生活 誌 /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604-4 (PDF)  

猛鬼抓交替/鬼谷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78-2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日不落的西班牙海洋霸業!. 1/

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08-2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日不落的西班牙海洋霸業!. 2/

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09-9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西班牙的日暮危機!. 1/李佳伶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10-5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西班牙的日暮危機!. 2/李佳伶

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11-2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葡萄牙海洋帝國.大航海時代

的開路先鋒!. 1/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12-9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葡萄牙海洋帝國.大航海時代

的開路先鋒!. 2/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13-6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後航海時期的法蘭西殖民帝

國!. 1/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23-14-3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 !後航海時期的法蘭西殖民帝

國!. 2/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23-15-0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英國海盜的海權新時代!. 1/李

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16-7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英國海盜的海權新時代!. 2/李

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17-4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海上馬車夫荷蘭的異軍突起!. 

1/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18-1 (EPUB)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

隕落!海上馬車夫荷蘭的異軍突起!. 

2/李佳伶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19-8 (EPUB)  

國家教育心靈: 創造個人幸福與美好

社會的教育生態系統/陳騏龍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8-28-6 (PDF)  

脫貧者: 擺脫貧窮的第一步,從打破

階級複製開始/溫亞凡, 劉寶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73-8 

(EPUB)  

啟動斜槓人生: 星雲大師的自學之道

(自學之道 2021 年全新修訂版)/星雲

大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348-4 (EPUB)  

您將蒙福!泰伯爾和另外 48 個故事= 

Be blessed! Taipal and 48 more 

stories/F.Sabo L. Ulechong 作 .-- 臺北

市 : F.Sabo L. Ulechong, 11007 .-- 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1-6 (平

裝)  

商務禮儀/湯秀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60-0 (EPUB)  

常備果醬研究室: 100 道零失敗當令

果醬 X 減糖果醬 X 鹹味抹醬,健康美

味/飯田順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3-3-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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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畫畫覺察孩子的情緒: 跟著皮皮老

師,三步驟從畫中找出孩子不想說、

不會說、不敢說的話/賴育立(皮皮老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93-7 (PDF)  

從畫畫覺察孩子的情緒: 跟著皮皮老

師,三步驟從畫中找出孩子不想說、

不會說、不敢說的話/賴育立(皮皮老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495-1 (EPUB)  

國朝興亡史: 開國/趙國華, 韓敏作 .-- 

臺北市 : 大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20-7-4 (EPUB)  

這 裡 沒 有 英 雄 : 急 診 室 醫 師 的

COVID-19 一線戰記 /胖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5931-7 (PDF)  

這 裡 沒 有 英 雄 : 急 診 室 醫 師 的

COVID-19 一線戰記 /胖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5932-4 (EPUB)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增訂版)/鍾明哲

編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9-46-8 (EPUB)  

國際私法裁判與學理. 一/吳光平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7-3 (PDF)  

細說李商隱: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詩

歌 / 施 逢 雨 作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38-6 (PDF)  

細說李商隱: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詩

歌 / 施 逢 雨 作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49-2 (EPUB)  

國際貿易實務/蔡孟佳,鄭貽斌蔡孟佳, 

鄭貽斌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576-0 (PDF)  

麻醉不思議/蔡勝國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0-6 (PDF)  

麻醉不思議/蔡勝國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3-7 (EPUB)  

堅毅之路: 吳敦義/吳敦義口述; 楊艾

俐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242-7 (PDF)  

堅毅之路: 吳敦義/吳敦義口述; 楊艾

俐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25-245-8 (EPUB)  

這樣的歷史課我可以: 歐美近代史原

來很有事. 2/吳宜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35-4 (PDF)  

華人眼中的法蘭西: 從華工、留學生、

記者到外交官,橫跨二十世紀的旅法

見聞/陳三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349-1 (EPUB)  

童女之舞/曹麗娟作; 許采琳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7 .-- 約 13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61-5 

(線上有聲書(WAV)) NT$320 .-- ISBN 

978-957-13-9262-2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菜市.台南/陳薔安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235-7 (EPUB)  

創世記= Genesis/喬美倫著 .-- 臺北市 : 

臺北靈糧堂, 11008 .-- 12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789-48-5 (平裝)  

腓尼基人: 一群被發明的祖先、一個

「 不 存 在 」 的 民 族 / 約 瑟 芬 . 奎 因

(Josephine Quinn)著; 王約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7-19-3 

(EPUB)  

最好的教養 ,從正向面對情緒開始 : 

父母最信賴的心理學家,教你如何不

打不罵不怒吼,回應 1-5 歲孩子的負

面 情 緒 和 行 為 / 伊 莎 貝 爾 . 費 歐 沙

(Isabelle Filliozat)著; 周昭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234-0 (EPUB)  

惡名昭彰的詛咒物: 關於物品的邪惡

傳說與真實發生的詭異事件/J.W.奧

克(J. W. Ocker)著; 陳思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188-3 (EPUB)  

給沒有夢想的人!邊走邊想職涯探險

指南/林婷安(Fiona Lin)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28-8 (EPUB)  

善良的逆襲: 正直卻有謀略,精明卻

不使詐,七個顛覆厚黑學的真實成功

故事/大衛.波戴尼(David Bodanis)著; 

顏涵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244-9 (EPUB)  

無足輕重的女人: 二戰傳奇女間諜/

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作; 黃佳

瑜 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089-3 (EPUB)  

減法人生超展開,換個活法真自在/馮

國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2-1 (EPUB)  

給初心者的登山小誌/江致潔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嘉瓦士, 11009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10-0-

9 (平裝) NT$350  

減法的力量: 全美最啟迪人心的跨領

域教授,帶你發現｢少,才更好｣/雷迪.

克羅茲(Leidy Klotz)作; 甘鎮隴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393-8 (EPUB)  

詞林紀事(新)/楊家駱編著 .-- 初版再

刷 .-- 臺北市 : 鼎文, 11009 .-- 61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793-70-3 (平

裝)  

最後一次用力擁抱,然後轉身遠行/閆

曉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86-8 (PDF)  

最後一次用力擁抱,然後轉身遠行/閆

曉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90-5 (EPUB)  

給孩子的人際成長書: 懂得交朋友、

跟誰都聊得來/林慶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841-3-1 (全套:平裝) 

NT$580  

番俗六考: 十八世紀清帝國的台灣原

住民調查紀錄/黃叔璥原著; 宋澤萊

譯; 詹素娟註解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01-977-5 (PDF)  

番俗六考: 十八世紀清帝國的台灣原

住民調查紀錄/黃叔璥原著; 宋澤萊

譯; 詹素娟註解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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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01-978-2 (EPUB)  

最後的巨人= The very last giant/吳青

繪.著 .-- 臺南市 : 吳青, 11010 .-- 40 面; 

18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9153-

0 (精裝) NT$400  

菁英體制的陷阱: 社會菁英為何成為

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

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丹尼爾.馬科

維茨(Daniel Markovits)著; 王曉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25-7 

(PDF)  

菁英體制的陷阱: 社會菁英為何成為

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

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丹尼爾.馬科

維茨(Daniel Markovits)著; 王曉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30-1 

(EPUB)  

琴酒天堂/Tristan Stephenson 作; 魏嘉

儀, 黃亦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78-6-0 (EPUB)  

超 值 投 資 / 杜 白 . 卡 萊 爾 (Tobias E. 

Carlisle)著;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45-2 (PDF)  

超 值 投 資 / 杜 白 . 卡 萊 爾 (Tobias E. 

Carlisle)著;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47-6 (EPUB)  

無差別愛人/梁淑淇著 .-- 臺北市 : 鏡

文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97-90-3 (PDF)  

無框身體: 婦產科醫師寫給妳的身體

指南,破除性別限制與生育迷思,陪妳

一起愛自己/烏烏醫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189-0 (PDF)  

惠能南行: 每日一則,<<指月錄>>、

<<續指月錄>>的禪宗故事與人生智

慧/楊惠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2-33-8 (EPUB)  

超效率驚人記憶法: 學會 3 種關鍵技

術 記憶力會像滾雪球般增長/多湖輝

著; 林曜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致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93-2-8 (EPUB)  

黃海策略/陳玉玟, 陳木村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空大,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50-4-6 (PDF)  

換個說法,就能改變對方的看法/王照

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82-8 (平裝) NT$380  

最強睡眠法: 掌握「血清素」自然睡

得好!給失眠的你 6 大舒眠原則 X 擺

脫睡眠負債,每天都好睡/西川有加子

作; 呂盈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13-6 (EPUB)  

最強網路文案產生器/中野巧著; 涂

綺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

周刊,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19-67-4 (EPUB)  

湧 動 墨潮 : 國 際當 代藝 術交 流 展 . 

2021= 2021 Surging Wave: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陳瑋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迪傑魔, 

11007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956-4-7 (平裝) NT$680  

棒球驚嘆句. 3/陳志強, 羅國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8-555-4 (EPUB)  

景敢: 明道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17 屆畢業專刊/陳亮吟主編 .-- 彰化

縣 : 明道大學景觀設計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68-81-0 

(PDF)  

買進下一支漲不停的股票/池田洋子

著;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49-4-1 (EPUB)  

結晶讀經信息摘要: 約書亞記 士師

記 路得記/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

輯部編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福音書房, 11007 .-- 23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166-707-2 (平裝)  

黃粱不是夢: 愛上戶外.教育散記/許

彩粱作 .-- 臺中市 : 許彩梁,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144-8 

(PDF)  

順勢致富: 14 位頂尖交易奇才跑贏大

盤、賺取超額報酬的投資法則/麥可.

卡威爾(Michael W. Covel)作; 曾婉琳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今 周 刊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07-3 (PDF)  

黑暗旅遊: 暗黑吸引力的目的地/米

莉安.德爾.里歐(Míriam del Río)作; 周

芷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

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872-1-7 (EPUB)  

創新創意與創業課程/蔡仁松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蔡仁松,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9157-8 (PDF)  

就算不能一夜有錢 ,也要年少致富 : 

寫給投資新手的理財說明書/朱儀良, 

永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792-9 (EPUB)  

*絕對之探求. 上/歐諾黑.德.巴爾札

克原作; 石瑾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007 .-- 約 37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35-4 (線上有

聲書(MP3)) NT$250  

*絕對之探求. 下/歐諾黑.德.巴爾札

克原作; 石瑾謙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007 .-- 約 33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36-1 (線上有

聲書(MP3)) NT$250  

超實用!耳穴療法按摩棒/唐金梅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9 .-

- 48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841-6-2 (平裝) NT$520  

最輕巧前端框架首選: Vue.js 完整專

案開發實作/聚慕課教育研發中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76-25-6 (PDF)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陳安琪總編輯 .-

- 十 一 版  .-- 臺 北 市  : 馬 跡 庫 比 , 

11009 .-- 冊 .-- ISBN 978-986-98257-9-

5 (全套:平裝) NT$2400  

鄂圖曼帝國英雄和那些女人們: 蘇丹、

寵妃、建築師......10 位關鍵人物的趣

史帶你穿越伊斯蘭文明 600 年/小笠

原弘幸作; 林姿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600-6 (EPUB)  

華爾街幽靈的禮物: 頂尖交易員敗中

求 勝 的 三 個祕 密 /亞瑟 .李 .辛普森

(Arthur L.Simpson)著; 張嘉文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460-5-4 (PDF)  

華爾街幽靈的禮物: 頂尖交易員敗中

求 勝 的 三 個祕 密 /亞瑟 .李 .辛普森

(Arthur L.Simpson)著; 張嘉文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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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460-6-1 (EPUB)  

超圖解英文同義字: 會話、寫作,就

用最精準的字!/佐藤誠司著; 蔡易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32-587-9 (PDF)  

焦慮抗體: 打上淡定疫苗,戰勝心靈

深處的恐懼/安旻廷, 馬銀春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94-3 

(EPUB)  

智慧的科學: 智慧是什麼?如何產生?

怎樣量化?我們可以變得更有智慧

嗎?/迪利普.傑斯特(Dilip V. Jeste), 史

考特.拉菲(Scott Lafee)著; 郭庭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121-94-1 

(EPUB)  

智慧財產刑事法: 案例式/林洲富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21-6 (PDF)  

虛擬實境的商業化應用: 遠比現實世

界自由的 VR 世界/楊浩然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798-1 

(EPUB)  

最簡單易懂的糖尿病自我治療/柯友

輝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65-1-6 

(PDF)  

凱 薩 練 習 曲 ( 大 譜 版 )=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張家

禎編訂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007 .-- 冊 .-- ISBN 978-626-7003-44-

2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7003-

45-9 (中冊:平裝)  

遊: 游守中油畫創作個展/游守中作 .-

- 臺 中 市  : 中 友 百 貨 時 尚 藝 廊 , 

110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004-7-8 (平裝)  

新一代聚焦英文文法講義= Focus on 

grammar/林欣穎, 陳瑞萍, 林昱伸, 徐

如琳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97-9 (平裝)  

新 一 代 輕 鬆 學 基 礎 英 文 法 = Basic 

grammatical drills/林俊傑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8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296-2 (平裝)  

零下六十八度: 二戰後的台灣人西伯

利亞經驗/陳力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975-1 (PDF)  

零下六十八度: 二戰後的台灣人西伯

利亞經驗/陳力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976-8 (EPUB)  

遊女們的私生活其實很 00?: 吉原舞

台背後的秘辛/永井義男著; 吳亭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24-1 (EPUB)  

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 一個關於背叛、

家庭祕辛與身分盜竊的未解之謎/艾

克絲頓 .貝茨-漢彌爾頓(Axton Betz-

Hamilton)作;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82-4 (EPUB)  

腦中風康健錦囊/陳右緯總編輯 .-- 第

五版 .-- 桃園市 : 聯新國際教育文化, 

11007 .-- 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309-4-1 (平裝) NT$100  

新手媽媽哺乳經: 給愛孩子的您/文

桂梅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民國

公益藝術家協會, 11006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611-4-9 (EPUB)  

當他生病的那一天/Karen22 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793-8-5 (EPUB)  

暗示自我的力量/賽勒斯.哈利.布魯

克斯(Cyrus Harry Brooks)作; 林許迦

恆朗讀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007 .-

- 約 18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6-37-1 (線上有聲書(MP3)) NT$195  

過好一個你說了不算的人生/張沛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79-4-2 (PDF)  

過好一個你說了不算的人生/張沛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79-5-9 (EPUB)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創會 40 週年慶

紀念特刊/黃弘毅總編輯 .-- 新竹縣 :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 11008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20-0-6 (精

裝)  

預見療癒: 藥物研發專家證實情緒想

法對健康的影響關鍵(十週年暢銷增

訂 版 )/ 大 衛 . 漢 密 爾 頓 (David R. 

Hamilton)作; 謝佳真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625-5 (EPUB)  

源來如此: 形塑韓國文化 DNA 的經

典傳說/鄭潤道, 金恩美, 崔世勳, 李正

珉, 金佳圓編著; 張鈺琦, 林文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02-1-8 (EPUB)  

愛的決定學: 結婚前,先找到你的為

什麼/蓋瑞.湯瑪斯作; 張瓊月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10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410-2-8 

(EPUB)  

*新知研討會 豬隻飼養與營養線上

研討會. 二. 110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 

11007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74-6-3 (平裝)  

愛的帝國: 浪漫、權力、欲望,一部

被遺忘的法屬太平洋史 /馬特 .松田

(Matt Matsuda)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3-32-4 (EPUB)  

愛的帝國: 浪漫、權力、欲望,一部

被遺忘的法屬太平洋史 /馬特 .松田

(Matt Matsuda)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3-31-7 (PDF)  

萬物簡史. 上, 天地奇航/比爾.布萊森

(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43-4 (PDF)  

萬物簡史. 上, 天地奇航/比爾.布萊森

(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46-5 

(EPUB)  

萬物簡史. 下, 生命擂台/比爾.布萊森

(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44-1 (PDF)  

萬物簡史. 下, 生命擂台/比爾.布萊森

(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7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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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86-525-247-2 

(EPUB)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移動、漂

流在歐亞、南美的國與界之間/李易

安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56-0 (PDF)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移動、漂

流在歐亞、南美的國與界之間/李易

安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5959-1 (EPUB)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創造民主新制

度/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

波特(Michael Porter)作; 譚天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55-7 (PDF)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創造民主新制

度/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

波特(Michael Porter)作; 譚天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59-5 (EPUB)  

極品桃臀寫真集: 為臀控量身打造的

完美聖典!/須崎祐次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4-791-4 (EPUB)  

會計審計法規/陳春榮, 柯淑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50-6 (PDF)  

奧修的靜心冥想課: 21 天的意識鍛煉,

幫助你找回真正的自己/奧修(OSHO)

著; Sevi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086-2 (EPUB)  

資訊科技犯罪: 資安戰爭開打!從心

理測驗、交友軟體、廣告信&假新

聞到選舉操控,駭客如何入侵你的真

實生活/傑夫.懷特(Geoff White)作; 詹

蕎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615-0 (EPUB)  

零時差戰爭: 一場祕密進行的軍備競

賽如何引發末日之戰?<<紐約時報>>

資深記者歷時 7 年、訪問逾 300 位

關鍵人物,從駭客、影子經紀人到各

國強權,拼湊 21 世紀致命武器的地下

交 易 網 的 真 實 面 貌 / 妮 可 . 柏 勒 斯

(Nicole Perlroth)作 ; 李斯毅 , 張紫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87-9 

(EPUB)  

楊夏蕙: 教育部國立技專校務發展特

色躍升計畫-建構臺灣視覺設計耆老

影像數位典藏資料庫/楊夏蕙作 .-- 新

北市 : 大計文化, 11007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1777-6-4 (精裝)  

愛情 ,不只 順其自然 . 2, 練習 被愛

/AWE 情感工作室.亞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300-1 (PDF)  

愛情 ,不只 順其自然 . 2, 練習 被愛

/AWE 情感工作室.亞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303-2 (EPUB)  

跨國犯罪/孟維德著 .-- 6 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52-0 (PDF)  

*愛您到老: 魔法音樂輔療課程設計

寶典= Love you till end/趙偉竣, 林維

茜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JC 趙

偉竣音樂工作室 , 11007 .-- 100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22-2-

4 (平裝附光碟片) NT$580  

詳細解說!人物「上色」步驟完全剖

析: CLIP STUDIO PAINT PRO 電繪技

法大全/乃樹坂くしお著; 王怡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4-801-0 

(EPUB)  

零售管理: 行銷觀點/許英傑, 黃淑姿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96-2-5 (EPUB)  

愛琳的日記/張秀亞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219-0 (EPUB)  

跟著阿卡老師瘋韓流: 追韓劇、看韓

綜,輕鬆學韓語/郭修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36-0-8 (PDF)  

跨越語言的鴻溝: 英語語言學理之初

探 = Mind the gap-English linguistics 

theory and English learning/江瑞菁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江 瑞 菁 , 

11008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32-5 (平裝) NT$450  

微距攝影の野草之花圖鑑: 放大百倍!

微觀身邊野花野草的肌理、構造與

姿態/多田多惠子文; 大作晃一攝影;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82-6-9 (EPUB)  

微距攝影の野草之花圖鑑套書/多田

多惠子著; 大作晃攝影; 陳令嫻, 嚴可

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點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06882-0-

7 (全套:平裝)  

聖經和合本(大字)= The holy Bible/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 

11008 .-- 15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730-0-5 (精裝索引-黑)  

聖經和合本(大字)= The holy Bible/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 

11008 .-- 15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730-1-2 (精裝皮面拉鍊索引-咖)  

愛裡無刑罰: 終結我們與懲罰之間的

愛恨情仇 /丹尼.席克(Danny Silk)著;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異象工

場,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076-2-8 (EPUB)  

想像的動物/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著; 彼德.席斯(Peter Sís)繪圖; 葉淑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74-9 

(EPUB)  

跨領域學習力之初探: 從英語敘事力

開 始 = A start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learn from storytelling in 

english/江瑞菁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江瑞菁, 11007 .-- 3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9124-0 ( 平 裝 ) 

NT$450  

解構視覺設計中的結構/朱文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憙田企業, 11007 .-- 

121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3217-4-7 (平裝)  

詩篇. 下, 107-150 篇= Psalms/盧俊文

作 .-- 臺北市 : 臺北靈糧堂, 11008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

50-8 (平裝)  

詩篇: 主題式禱讀. 一= Psalms/喬美倫

作 .-- 臺北市 : 臺北靈糧堂, 11008 .-- 

11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

49-2 (平裝)  

新編理路樞要之心類學/格西巴登札

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 臺北

市 : 佛陀基金會, 110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414-94-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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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理路樞要之因類學/格西巴登札

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 臺北

市 : 佛陀基金會, 110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414-95-1 (平裝)  

新編理路樞要之攝類學/格西巴登札

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 臺北

市 : 佛陀基金會, 110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414-93-7 (平裝)  

達賴喇嘛談心經(好讀大字版)/達賴

喇嘛著; 鄭振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3-780-7 (EPUB)  

資優生的祕密: 任教建中 40 年 陳美

儒的青春期孩子陪讀哲學 /陳美儒

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624-8 

(EPUB)  

感謝好運降臨: 從回收業者到集團社

長,我與好運相逢的人生挑戰/若山陽

一郎作;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7-5 (PDF)  

感謝好運降臨: 從回收業者到集團社

長,我與好運相逢的人生挑戰/若山陽

一郎作;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91-2 (EPUB)  

解鎖世界/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

作; 黃中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065-7 (EPUB)  

新簡明六法/高點法商編委會編著 .-- 

5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8 .-- 

2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69-

734-4 (平裝) NT$550  

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劉立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301-8 (PDF)  

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劉立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9304-9 

(EPUB)  

當藝術家變成貓: 藝術史上最強藝術

貓 的 生 活 與 時 代 / 妮 雅 . 古 德 (Nia 

Gould)文圖; 王文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057-97-4 (PDF)  

楞嚴經蠡測. 參/王薀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874-3-1 

(EPUB)  

詩體明辯/(明)徐師曾纂; 沈芬, 沈騏

箋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1008 .-- 

冊 .-- ISBN 978-986-5533-86-1 (全套:

精裝) NT$4000  

管人就是管欲望 ,帶人則是帶信心 : 

給領導者的 12 堂必修課/劉川鋒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82-9 

(EPUB)  

粿 民 女 友 = Meigo's photobook/ 粿 粿

著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10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46-4-

9 ( 平 裝 ) NT$530 .-- ISBN 978-986-

06246-5-6 (精裝特裝版) NT$1180  

實用土地法精義/楊松齡著 .-- 21 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79-5 (PDF)  

實用民法概要: 案例與問題解析/洪

瑞燦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91-7 (PDF)  

境外形色= Beyond limitations/徐睿甫, 

蕭宇倢, 袁瑢著作 .-- 臺北市 : 名山藝

術, 11007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614-2-2 (平裝)  

實用建築聲學應用案例 /陳金文編

著 .-- 臺中市 : 陳金文, 110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9084-7 (EPUB)  

蒙古國: 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

百 年 獨 立 史 / 邁 克 爾 . 迪 倫 (Michael 

Dillon)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88-2 (PDF)  

蒙古國: 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

百 年 獨 立 史 / 邁 克 爾 . 迪 倫 (Michael 

Dillon)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9292-9 (EPUB)  

漢字的故事(暢銷十周年紀念版)/林

西莉(Cecilia Lindqvist)著; 李之義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504-0 

(EPUB)  

銀行家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艾格作;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405-2 (EPUB)  

與希林攜手同行/是枝裕和著; 呂宜

庭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5-005-8 (EPUB)  

圖形思維訓練遊戲/張祥斌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54-9 

(EPUB)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從中國出走與

在美國重生/伊利夏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968-3 (PDF)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從中國出走與

在美國重生/伊利夏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01-969-0 (EPUB)  

裴社長廚房手記/裴偉作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89-7 (PDF)  

圖表家族: 從小六到上班族都看得懂

的圖表書/Re-lab 團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轉轉設計,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23-1-0 (PDF) NT$520  

領受祝福,破除咒詛: 揭開破除歷代

祖先咒詛的奧祕/馬利亞著 .-- 臺北

市 : 以琳,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209-78-6 (PDF)  

態度決定財富: 50 個經得起時間考驗

的致富心法/石山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1-2 (EPUB)  

說故事的人. 第三卷, 發現美麗身影/

鄭茹菁, 卜堉慈, 陳婉貞, 林玲悧, 胡

淑惠, 陳素蘭, 王鳳娥, 沈玉蓮, 彭鳳

英, 潘明原, 陳潁茂, 吳瑞清, 凌涵沛, 

洪乃文, 楊淑如, 鄭淑真, 謝玉珠, 李

德美, 顏倩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6-23-0 (EPUB)  

綠能小屋/許宜婷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謳馨, 110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931-98-7 (平裝)  

精神病院/鯨向海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7-28-4 (EPUB)  

與神對話的一年: 寫給女人的 52 則

聖經啟示 /金柏莉 .摩爾著 ; 黃春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710-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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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對話的一年: 寫給女人的 52 則

聖經啟示 /金柏莉 .摩爾著 ; 黃春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7-712-0 (EPUB)  

管理學大師的 90 堂課: 開發顧客 X

領導團隊 X 決策方式 X 組織變革/詹

姆斯.麥格拉斯(James McGrath)著; 楊

毓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83-0-7 (PDF)  

管理學大師的 90 堂課: 開發顧客 X

領導團隊 X 決策方式 X 組織變革/詹

姆斯.麥格拉斯(James McGrath)著; 楊

毓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83-2-1 (EPUB)  

夢無止境/卡洛斯.韋澤, 伊納休.布蘭

當著; 孫佳, 王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55-6 (EPUB)  

圖解可靠性技術與管理/陳耀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89-4 (PDF)  

圖解台灣喪禮小百科/李秀娥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9-44-4 (EPUB)  

圖解各國人事制度/汪正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988-7 (PDF)  

精準企劃: 搞懂客戶意圖,正確定義

問題,十大技巧寫出一次通過的好企

劃/梁恩宇(양은우)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37-0 

(PDF)  

精準企劃: 搞懂客戶意圖,正確定義

問題,十大技巧寫出一次通過的好企

劃/梁恩宇(양은우)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42-4 

(EPUB)  

說話的內功: 汲取世界 48 哲人的智

慧,八階段深度磨練言語的力量/申度

賢, 尹渡津作; 林侑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568-3 (PDF)  

說話的內功: 汲取世界 48 哲人的智

慧,八階段深度磨練言語的力量/申度

賢, 尹渡津作; 林侑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569-0 (EPUB)  

圖解第一次看財務報表就上手/李明

黎, 趙曉蓮著 .-- 修訂四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187-9 (PDF)  

精準解答: 突破搜尋盲點,解決 90%人

生難題的思維能力/劉傑輝著; 鍾宜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4-09-7 (PDF)  

精準領導: 高效管理者的六大課題/

孫繼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16-767-7 (EPUB)  

齊魯經典文化與當代社會/張學成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57-0 (EPUB)  

維摩經講義 . 一/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49-5-5 (PDF)  

維摩經講義 . 二/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49-6-2 (PDF)  

維摩經講義 . 三/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49-7-9 (PDF)  

維摩經講義 . 四/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49-8-6 (PDF)  

綠 燈 / 馬 修 . 麥 康 納 (Matthew 

McConaughey)著;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07-9-0 (PDF)  

綠 燈 / 馬 修 . 麥 康 納 (Matthew 

McConaughey)著;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5-0-8 (EPUB)  

輕鬆睡好覺: 讓您一夜好眠的 16 個

絕招/謝慧齡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中

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1-8-7 (PDF)  

輕鬆學習 R 語言: 從基礎到應用,掌

握資料科學的關鍵能力/郭耀仁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24-1 

(PDF)  

認識建築: 紙上 VR 建築體驗,足不出

戶也能帶你身歷世界 72 座經典建

築!/羅伯特.麥卡特(Robert McCarter), 

尤哈尼.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著; 

宋明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82-7-6 (EPUB)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五

十一屆= The 51th Annual Exhibition of 

Taiwan Watercolor Association/臺灣水

彩畫協會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水彩

畫協會, 110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129-6-0 ( 平 裝 ) 

NT$500  

臺灣豆科植物圖鑑/葉茂生, 曾彥學, 

王秋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990-0 (PDF)  

臺灣風情畫. 地名篇/沈佳姍, 黃雯娟

合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空 大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850-7-7 (PDF)  

臺灣都市傳說百科/楊海彥, 謝宜安, 

阮宗憲著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89-4 (EPUB)  

臺 灣 養 豬 統 計 手 冊 . 2020= 2020 

Taiwan pig production statistics/陳中興

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央畜產會 , 

110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6867-9-3 (平裝)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杜潔祥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1009 .-- 冊 .-- ISBN 978-

986-518-562-6 (全套:精裝) NT$35000  

靠 K 線看穿主力心理: 一看就懂!56

張線型教你早一步看懂漲跌訊號,搭

上飆漲順風車/小澤實著; 林信帆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49-2-7 

(EPUB)  

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別 /李建國編

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65-0-9 (PDF)  

寫出你的村上春樹 FU: 用 47 個村上

式造梗技巧,找出自己的寫作風格/中

村邦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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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6-88-6 (PDF)  

寫出你的村上春樹 FU: 用 47 個村上

式造梗技巧,找出自己的寫作風格/中

村邦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6-89-3 (EPUB)  

數字裡的真相: 72 個最透澈的世界觀

察 /史密爾 (Vaclav Smil)著 ; 畢馨云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58-8 (PDF)  

數字裡的真相: 72 個最透澈的世界觀

察 /史密爾 (Vaclav Smil)著 ; 畢馨云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260-1 (EPUB)  

談判大師實踐寶典: 提高知識、見識、

膽試,邁向人生勝利組/王時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6-16-2 

(EPUB)  

複利的喜悅 /高塔姆.巴伊德(Gautam 

Baid)作; 高英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1-48-3 (PDF)  

複利的喜悅 /高塔姆.巴伊德(Gautam 

Baid)作; 高英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41-50-6 (EPUB)  

寫作是藝術/張秀亞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3-7 (EPUB)  

瘦身菜單這樣排: 不用廚藝,居家吃

外食、叫外送 14 天也能瘦 3 公斤/廖

欣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69-23-4 (EPUB)  

養卵聖經: 給所有想當媽媽的人,最

完整的科學養卵、護胎指南!/瑞貝卡.

費特(Rebecca Fett)著; 謝汝萱譯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35-7 (EPUB)  

寫作新解方/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65-2-3 (PDF)  

潘映竹 Jennifer 同名寫真書/王子翎總

編輯 .-- 臺北市 :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

銷, 11009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6-2-6 (精裝) NT$650  

撒哈拉歲月/三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74-4 (PDF)  

衝破黨禁 1986: 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

紀實/王曉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784-5 (EPUB)  

寫給小一家長的第一本書: 讓家長放

心的 75 個良方/邢小萍, 卓家意, 董宜

俐, 郭俊成, 沈佳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956-6 (PDF)  

寫給每個人的書法課: 從看懂到會寫,

提升素養與美學力/林曦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究竟,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37-9 (EPUB)  

樊登給過度努力父母的教養課: 面對

焦慮時代,與孩子一起學習正向思考,

培養終身學習態度,創造樂觀自信人

生/樊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202-6 (EPUB)  

樊登講論語: 先進/樊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80-0 (EPUB)  

樊登講論語: 學而/樊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081-7 (EPUB)  

澎湖灣的荷蘭船: 十七世紀荷蘭人怎

麼來到臺灣/楊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72-0-0 (PDF)  

潛意識 3.0: 與器官對話,讓你的人生

升級/藤堂博美著; 龔婉如譯 .-- 臺北

市 : 方智,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25-7 (EPUB)  

劇說戲言. 第九期/李先達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大戲劇系研究所學生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80622-4-5 (PDF)  

憐憫: 蠻蠻 2007 年電影長篇劇本創

作 . I/蠻蠻著  .-- 臺北市  : 陳羽茗 , 

11008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140-0 (平裝) NT$160  

數據為王: 學會洞察數據 才是行銷

之王/王俊人(CJ Wang)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608-2 (EPUB)  

撞牆教養學: 12 個練習,理解孩子,排

除各種疑難雜症/童童老師作 .-- 臺北

市 : 如何,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598-5 (EPUB)  

震驚世界的飛碟事件 /Budd Hopkins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8-05-6 

(EPUB)  

樂觀者的遠見: 在莽撞決斷的時代,

我們如何克服短視、超前思考?/比

娜.文卡塔拉曼(Bina Venkataraman)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227-1 (PDF)  

樂觀者的遠見: 在莽撞決斷的時代,

我們如何克服短視、超前思考?/比

娜.文卡塔拉曼(Bina Venkataraman)著;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232-5 (EPUB)  

歷代名人請上菜: 21 位歷史人物的飲

食故事、21 種思考與創見、23 道中

華美食典故/管家琪著; 尤淑瑜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9-242-8 (PDF)  

歷史的轉換期. I,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

生 前 220 年/南川高志編; 宮崎麻子, 

藤井崇, 宮宅潔著; 郭清華譯 .-- 1 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346-0 (EPUB)  

歷史的轉換期. II,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

序 378 年/南川高志編; 加納修, 南雲

泰輔, 佐川英治, 藤井律之著; 許郁文

譯 .-- 1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

3347-7 (EPUB)  

戰爭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玫瑰戰爭

X 宗教戰爭 X 獨立戰爭 X 起義戰爭/

潘于真, 李亭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795-0 (EPUB)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窮子喻. 

壹/釋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

思人文,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41-4-9 (EPUB)  

諮商技術與實務/邱珍琬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01-8 (PDF)  

濃情淡日: 一盞茶、一方藥、一塊錶。

/王雅緹, 李冠賢, 林祐廷, 范紘齊, 何

其芸, 陳妍欣, 袁楷哲, 曹子柔, 張庭

甄, 劉兆崴, 顏家齊, 趙采儀, 謝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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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黌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0-8 (PDF)  

濃情淡日: 一盞茶、一方藥、一塊錶。

= Loves and Lifes in Tamsui, Tea, 

Timepiece and Chinese herbs/王雅緹 , 

李冠賢, 林祐廷, 范紘齊, 何其芸, 陳

妍欣, 袁楷哲, 曹子柔, 張庭甄, 劉兆

崴, 顏家齊, 趙采儀, 謝鈺麟, 鄭文黌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辦公室, 11007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06-0 (平裝) 

NT$350  

學術這條路/戴伯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16-8 (PDF)  

學術這條路/戴伯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17-5 (EPUB)  

學習資料分析與視覺化報表設計: 大

數據分析與應用/莊泉福作 .-- 初版 .-

- 桃園市 : 雲訊科技企業,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0-2-6 (PDF) 

NT$300  

餐飲業如何提昇業績/吳應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008 .-- 

3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

101-3 (平裝) NT$450  

鋼琴樂理課程/陳加容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知音音樂, 110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5-1-9 (第

7 冊:平裝)  

親愛的老婆(珍珠婚紀念版)/侯文詠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771-3 

(PDF)  

遼 詩記 事、 金詩 紀事 (新 )/楊家駱

編 .-- 初版再刷 .-- 臺北市  : 鼎文 , 

11009 .-- 36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0793-72-7 (平裝)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1/林建邦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123-63-4 (PDF)  

營建工程法律實務 QA. 一/林更盛, 

黃正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049-0 (PDF)  

優雅地反抗: 勇敢做妳自己!翻轉恐

懼 X 跳脫框架,追求內心真正的渴望

/趙株烯(조주희)著; 張召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95-38-7 (PDF)  

優雅地反抗: 勇敢做妳自己!翻轉恐

懼 X 跳脫框架,追求內心真正的渴望

/趙株烯(조주희)著; 張召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95-43-1 

(EPUB)  

總經理你要怎樣!別再只懂黑臉壓制!

你 試 過用 「鮭 魚精 神」領 導 企業

嗎?/楊仕昇, 馬銀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793-6 (EPUB)  

環境心理學: 環境、知覺和行為/徐

磊青, 楊公俠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003-2 (PDF)  

懂語感,無痛學好任一種外語/游皓雲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22-6 (PDF)  

懂語感,無痛學好任一種外語/游皓雲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9223-3 (EPUB)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陳宏銘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34-6 (PDF)  

謝謝你的存在/林裕珍圖文; 曾晏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685-7 

(EPUB)  

離人/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49-0 (PDF)  

離人/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1-51-3 (EPUB)  

職人的思考法則套書 /葛雅茜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8 .-- 

冊 .-- ISBN 978-986-06882-2-1 (全套:

平裝) NT$1050  

簡化裁剪線版型研究/夏士敏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002-5 (PDF)  

轉念: 找到當下的力量,選擇你的人

生,讓心靈自由/賴佩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271-7 (PDF)  

轉念: 找到當下的力量,選擇你的人

生,讓心靈自由/賴佩霞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273-1 

(EPUB)  

雙定位: 品牌策略體系創新思維/韓

志輝, 雍雅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56-3 (EPUB)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上/黃六

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1008 .-- 

冊 .-- ISBN 978-957-475-159-4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60-0 (第 2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下/黃六

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1008 .-- 

冊 .-- ISBN 978-957-475-161-7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62-4 (第 2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上/黃

六點 , 李元樞收集 ; 大光出版部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 

11008 .-- 冊 .-- ISBN 978-957-475-155-

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56-3 (第 2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下/黃

六點 , 李元樞收集 ; 大光出版部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 

11008 .-- 冊 .-- ISBN 978-957-475-157-

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58-7 (第 2 冊:平裝)  

離家之路: 逃離北韓的那年/李珠麗

(Julie Lee)著; 傅雅楨譯 .-- 臺北市 : 三

民,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4-7264-5 (EPUB)  

醫院卡到陰/鬼谷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83-6 (EPUB)  

翻 倍 效 率 工 作 術 : 詢 問 度 破 表 的

Office 最強職人技/鄧文淵總監製; 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925-8 (PDF)  

叢書編目: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清)

瞿鏞編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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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冊 .-- ISBN 978-986-5533-85-

4 (全套:精裝) NT$3500  

擺脫負能量,真愛與喜樂將為人生指

引對的方向/馮國濤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7-63-8 (EPUB)  

擺脫菜英文!10 天速學高中英語/岡

田順子著;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74-9 (PDF)  

擺脫菜英文!10 天速學高中英語/岡

田順子著;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42-76-3 (EPUB)  

職場冷暴力/林煜軒作; 鄭佳如朗讀 .-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7 .-- 約 38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83-5 

(線上有聲書(MP3))  

鬆開的技、道、心: 穴道導引應用錦

囊/蔡璧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09-3 (PDF)  

雙語體育教學輕鬆上路/程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587-6 (PDF)  

離職吧!再撐也不會變好: 逃離黑心

企業的血淚真實見聞,開除慣老闆,到

下一間公司笑著工作/金炫奭著; Lo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749-5-8 (EPUB)  

醫藥產業年鑑. 2021/許毓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123-64-1 

(PDF)  

曝光 X 構圖: 拍出自我風格/若揚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916-6 (PDF)  

關係力. 2: 10%的關鍵人物成就 90%

的大事/李維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79-3-5 (PDF)  

*類型節目企劃與製作: 應用「電視

語言模型」的設計與實踐 /陳忠治

著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1007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8-

3 (平裝) NT$250  

鯨豚記/金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7-29-1 (EPUB)  

釋字最前線. 2021/霸告, 弋嚴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8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05-

4 (平裝) NT$300  

釋放創傷,從呼吸開始/吉騰.湯柯夫

作; 祝家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樹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72-53-2 (PDF)  

釋放創傷,從呼吸開始/吉騰.湯柯夫

作; 祝家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樹林,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72-54-9 (EPUB)  

警察與犯罪預防/黃翠紋, 孟維德著 .-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053-7 (PDF)  

櫻/鄭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302-5 (PDF)  

櫻/鄭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9305-6 (EPUB)  

櫻海集.蛤藻集/老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58-7 (EPUB)  

護理的 100 種可能: 白色巨塔內的角

落生物/王秋雯, 吳思葦, 吳凱榛, 汪慧

玲, 李靜怡, 吾曜梧景, 林美汝, 林怡

芳, 林玥萱, 林聖芬, 林鳳蓮, 胡文郁, 

柯虹如, 許寬宏, 陳幼貴, 陳怡安, 陳

宛榆, 陳薇君, 郭豐慈, 楊雅筑, 蔡孟

佑, 歐怡秋, 劉彥廷, 鍾亞璇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916-8-1 (PDF) 

NT$350  

護理藥理學/吳文彬, 黃玉珠, 盧大宇, 

李安生, 鍾鏡湖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4-607-8 (PDF)  

攝影.詩. II: 從心出發,相由心生/曾進

發文字.影像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9236-3 (PDF)  

攝影.詩. II: 從心出發,相由心生/曾進

發文字.影像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9267-7 (EPUB)  

蘭嶼 打工換宿那些事: 一個都市女

生的島嶼生活觀察,透過打工換宿,深

入認識蘭嶼/伊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伊蓮文字工作室,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8-0-5 (PDF)  

體脂肪: 全面認識「體脂肪」,從飲

食、運動打擊頑強脂肪!/土田隆著;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09-47-5 (EPUB)  

讓尼采當你的心理師: 學習用最快樂

的方法享受痛苦、成為超人,從此不

再被情緒左右/朱賢成著; 陳品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0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3-1-6 

(PDF)  

讓尼采當你的心理師: 學習用最快樂

的方法享受痛苦、成為超人,從此不

再被情緒左右/朱賢成著; 陳品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0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3-2-3 

(EPUB)  

讓妳一個人也不孤單的 99 種方法/沈

哲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747-65-2 (EPUB)  

靈魂 DNA 系列. 2, 靈界規則.陽界規

則/映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施豐坤,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128-8 (PDF)  

鑲金牙的鱷魚: 經典文學故事選/張

子樟編選; 六十九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幼獅,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43-5 (PDF)  

觀看的視界/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吳莉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0-066-4 (EPUB)  

會友集: 余英時序文集. 上/余英時著; 

彭國翔編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247-3 (EPUB)  

會友集: 余英時序文集. 下/余英時著; 

彭國翔編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248-0 (EPUB)  

當下的覺醒: 你到底是誰?啟動意識

的更高層次/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劉永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171 

 

橡實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01-79-5 (EPUB)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佛陀與快樂的科

學/詠給.明就仁波切(Yongey Mingyur 

Rinpoche) 著 ; 艾 瑞 克 . 史 旺 森 (Eric 

Swanson)執筆; 江翰雯, 德噶(Tergar)

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81-8 (EPUB)  

聖 經信 息系 列 : 列王紀上下 /歐雷

(John Olley)著; 黃從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873-3 (EPUB)  

破解動物忍術: 如何水上行走與飛簷

走壁?動物運動與未來的機器人 /胡

立德(David L. Hu)著; 羅亞琪譯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241-1 (EPUB)  

大腦簡史: 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

大 腦 是否 已經 超脫 自私基 因 的掌

控?/謝伯讓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00-2 (EPUB)  

補強基因的缺陷 天天訓練自癒力!: 

哈佛、牛津醫生沒說,但一直實踐的

20 個保健秘訣/優渥客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37-7 (PDF)  

高齡復健營養學: 先營養,再復健,預

防肌少症與衰弱症的照護全指南/若

林秀隆著; 洪韻筑譯 .-- 第一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0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9-40-6 (EPUB)  

神聖空間: 居家能量風水淨化術,讓

你家成為光的發射站!/丹妮絲.琳恩

(Denise Linn)著; 范章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02-2-1 (EPUB)  

看圖學酒: 125 張圖表看懂世界酒飲

的製造科學、品飲技巧與關鍵知識

/Ben Gibson, Patrick Mulligan 著; 潘芸

芝, 鍾偉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35-4 (PDF)  

戀酒絮語/陳匡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36-1 (PDF)  

啤酒品飲聖經: 25 種關鍵香氣、50

種重要類型、數千家釀酒廠、一萬

年歷史,全球最權威的啤酒指南/蘭迪.

穆沙(Randy Mosher)著; 鍾偉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40-8 

(EPUB)  

威士忌品飲全書: 從歷史、釀製、風

味、產區到收藏、調酒、餐搭,跟著

行家融會貫通品飲之道 /盧 .布萊森

(Lew Bryson)著;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341-5 (EPUB)  

電吉他&貝斯調修改製/李歐那多.洛

斯朋納托(Leonardo Lospennato)著; 劉

方緯譯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185-5 (EPUB)  

蘋果教父賈伯斯給年輕人的 25 堂課: 

只要去做,就沒有不可能/趙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47-64-5 (EPUB)  

一流的教養: 這樣教孩子,將來他會

感謝你/金武貴, 南瓜夫人著; 謝敏怡

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0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599-2 (EPUB)  

蠻子、漢人與羌族/王明珂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231-2 (EPUB)  

粥的歷史/陳元朋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30-5 (EPUB)  

出去闖!擁抱世界級夢想: 27 歲 CEO

的圓夢方程式/艾兒莎(Elsa)著 .-- 臺

北市 : 方智,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30-1 (EPUB)  

打造鑽石級企業: 創新和研發的五大

秘密 /黃國興著  .-- 臺北市  : 三民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263-8 (EPUB)  

隋唐五代史: 世界帝國.開明開放/王

小甫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242-8 (EPUB)  

宋史: 文治昌盛與武功弱勢/游彪著 .-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240-4 

(EPUB)  

裸體抗砲: 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

讀本/蔣竹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

藍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49-6 (EPUB)  

日本史: 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鄭

樑生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244-2 (EPUB)  

韓國史: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朱立熙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49-7 

(EPUB)  

越南史: 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鄭永

常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246-6 (EPUB)  

曼德拉: 打不倒的自由戰士/詹文維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45-9 

(EPUB)  

文學小事: 廖玉蕙教你深度閱讀與快

樂寫作/廖玉蕙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8-2 (EPUB)  

文學小事: 廖玉蕙教你深度閱讀與快

樂寫作/廖玉蕙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262-1 (EPUB)  

每天都在膨脹/鯨向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77-24-6 (EPUB)  

犄角/鯨向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0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7-27-7 (EPUB)  

永遠的山/陳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464-5 (EPUB)  

革命與詩/陳芳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462-1 (EPUB)  

躊躇之歌/陳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467-6 (EPUB)  

百年好合: 民國素人志. 第一卷/蔣曉

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465-2 (EPUB)  

紅柳娃: 民國素人誌. 第二卷/蔣曉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466-9 (EPUB)  

掉傘天: 蔣曉雲短篇小說集/蔣曉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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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7-463-8 (EPUB)  

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張

國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87-461-4 (EPUB)  

犬神家一族/橫溝正史著; 吳得智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0-85-8 

(EPUB)  

鹿王/上橋菜穗子著; 詹慕如譯 .-- 臺

北市 : 圓神, 110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783-8 (EPUB)  

踢銅罐仔的人/黃春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0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395-4 (PDF)  

天地劫/方也真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261-4 (EPUB)  

藝術批評/姚一葦著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224-4 (EPUB)  

圖解作曲.配樂/梅垣ルナ作; 黃大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0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0-183-1 (EPUB)  

圖解編曲入門: 掌握節拍、樂句、合

奏 3 大要訣,單調旋律立即華麗變身,

有型有款!/熊川浩孝, 石田剛毅作; 陳

弘偉, 林育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0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480-184-8 (EP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