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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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思想與臺灣中小學教科書 / 

鄧毓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父紀

念館, 10708 .-- 192 面; 23 公分 .-- (孫

學研究傑出博碩士論文叢書 ; 3) .-- 

ISBN 978-986-05-6463-1 ( 平 裝 ) 

NT$300  

1.孫中山思想 2.中小學教科書  

005.18  

目錄學；文獻學 

中國目錄學研究 / 胡楚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7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772-8 (平裝) NT$500  

1.目錄學 2.文集  010.7  

20 世紀中國<<論語>>學論要 / 劉斌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9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

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567-4 (精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011.08  

<<全元文>>補正 / 陳開林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20-23 冊) .-- ISBN 978-986-485-

578-0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

485-579-7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

986-485-580-3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81-0 (第 4 冊:精裝)  

1.全元文 2.研究考訂  011.08  

<<藝文類聚>>選文研究暨篇目分體

索引 / 韓建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98 面; 26 公

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485-570-4 

(精裝)  

1.藝文類聚 2.研究考訂 3.篇目索引  

011.08  

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 / 黃

武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 二七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

986-485-563-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64-3 (下冊:精裝)  

1.禮記 2.研究考訂 3.簡牘學  011.08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  / 白星飛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

986-485-568-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69-8 (下冊:精裝)  

1.春秋史 2.史料 3.史學評論  011.08  

四古本<<老子>>異文研究 / 朱懷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6-18 冊) .-- ISBN 978-

986-485-574-2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75-9 ( 中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76-6 (下冊:精裝)  

1.老子 2.研究考訂  011.08  

如切如磋 : 經學文獻探研錄 / 陳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

485-565-0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485-566-7 (下冊:精裝)  

1.經學 2.文獻學 3.研究考訂  011.08  

明代書目研究 / 孫蘊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986-485-560-5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485-561-2 (中

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62-9 

(下冊:精裝)  

1.目錄學 2.明代  011.08  

明末清初女性作品總集編刊研究 / 

傅湘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獻研究

輯刊. 二七編 ; 第 14-15 冊) .-- ISBN 

978-986-485-572-8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73-5 (下冊:精裝)  

1.女性文學 2.明清文學 3.文學評論  

011.08  

杭世駿年譜 / 趙永剛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3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

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986-485-

582-7 (精裝)  

1.(清)杭世駿 2.年譜  011.08  

明清文章總集分體與分類研究 / 蔣

旅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222 面; 26 公分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485-571-1 (精裝)  

1.明清文學 2.文學評論  011.08  

唐代類書編纂研究 / 劉全波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7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 二七編 ; 第 1 冊) .-- ISBN 978-

986-485-559-9 (精裝)  

1.類書 2.研究考訂  011.08  

陶詩彙評箋釋 / (清)溫汝能纂訂 ; 高

建新箋釋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26 面; 26 公分 .-- (古

典文獻研究輯刊 . 二七編  ; 第 19

冊) .-- ISBN 978-986-485-577-3 (精裝)  

1.(南北朝)陶潛 2.中國詩 3.詩評  

011.08  

耕讀 : 150 種閱讀的小美好 / 陳淑滿

主編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35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5-6 (平裝) NT$300  

1.文學 2.推薦書目  016.8  

零秒速讀法 : 打破「精讀」幻想,教

你跳躍閱讀、高效率的讀書法! / 宇

都出雅巳著 ; 李喬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世茂, 10708 .-- 240 面; 21 公

分 .-- (學習館 ; 6) .-- ISBN 978-957-

8799-33-2 (平裝) NT$300  

1.速讀 2.讀書法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藏書之家 : 我和老爸,有時還有老媽 / 

黃震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709 .-- 35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01-853-2 (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801-854-9 ( 精 裝 ) 

NT$699  

1.藏書 2.文集  029.88  

國學 

<<論語>與<<孟子>>的生命觀研究 / 

許詠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02 面; 21 公分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485-470-7 (精裝)  

1.論語 2.孟子 3.研究考訂  030.8  

孔、孟、荀王道思想研究 / 鄧夢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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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 冊) .-

- ISBN 978-986-485-468-4 (精裝)  

1.(周)孔丘 2.(周)孟軻 3.(周)荀況 4.中

國政治思想  030.8  

宋代湖湘學派理學研究  / 劉榮賢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0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

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9 冊) .-

- ISBN 978-986-485-481-3 (精裝)  

1.理學 2.宋代  030.8  

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 / 代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

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485-482-0 (精裝)  

1.(明)周汝登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030.8  

兩漢祀權思想研究 : 以<<春秋>>與

<<禮記>>中郊廟二祭之經典詮釋為

例 / 陳惠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986-485-474-5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485-475-2 (下冊:

精裝)  

1.春秋(經書) 2.禮記 3.研究考訂  

030.8  

唐代音樂賦之思想研究  / 曾愛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 二八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

986-485-477-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478-3 (下冊:精裝)  

1.賦 2.文學評論 3.唐代  030.8  

耿定向與李贄論爭研究  / 周素麗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2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

術思想研究輯刊 . 二八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485-485-1 (精裝)  

1.(明)耿定向 2.(明)李贄 3.明代哲學 

4.比較研究  030.8  

透過冥契主義重構<<莊子>>體道工

夫的研究向度 / 林修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3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 二八編 ; 第 3 冊) .-- ISBN 978-

986-485-472-1 (精裝)  

1.莊子 2.研究考訂  030.8  

嵇康與郭象自然與名教思想之比較

研究 / 李建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70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

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485-

476-9 (精裝)  

1.(三國)嵇康 2.(晉)郭象 3.魏晉南北

朝哲學  030.8  

壇經十八講 / 錢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9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

八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485-

486-8 (精裝)  

1.六祖壇經 2.研究考訂  030.8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沙漠生態小百科 / 曹毓倫, 陳俊中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709 .-- 

112 面; 16X1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428-2 (精裝附光碟

片) NT$125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極地生態小百科 / 曹毓倫, 陳俊中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709 .-- 

112 面; 1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414-5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25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求真究實 : 中研院院史檔案特展 / 吳

重禮, 王麗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 107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62-7 (平裝)  

1.中央研究院 2.歷史檔案 3.檔案展

覽  062.1  

普通論叢 

<<經典>>壯遊 / 經典雜誌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

人文志業基金會, 107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9-3-8 (平

裝) NT$600  

1.言論集  078  

一炁化三清與東王公西王母 / 林國

雄編著 .-- 初版 .-- 南投縣竹山鎮 : 慈

惠堂, 10708 .-- 581 面; 21 公分 .-- (慈

惠堂叢書 ; 第 85 冊) .-- ISBN 978-

986-96169-0-4 (平裝)  

1.言論集  078  

凡人佈局 : 內心戲現正熱映中 / 有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力得文化,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好心

情 ; 7) .-- ISBN 978-986-96448-2-2 (平

裝) NT$320  

1.言論集 2.時事評論  078  

中華民族核心價值(中華民族中心思

想) / 林忠勝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林忠勝, 10708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1-3 ( 平 裝 ) 

NT$500  

1.言論集  078  

楊國樞文集. 第三冊, 人格與社會心

理 / 瞿海源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藝 學 術 出 版  : 華 藝 數 位 發 行 , 

10707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47-1 (平裝) NT$550  

1.言論集  078  

楊國樞文集. 第四冊, 國人性格與現

代化 / 瞿海源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藝數位發行, 

10707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48-8 (平裝) NT$550  

1.言論集  078  

精華國中-與大師相遇 / 何美慧主

編 .-- 新竹縣新豐鄉 : 竹縣精華國中, 

10709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67-9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樂在分享. 第八集, 為愛書寫 / 楊清

國著  .-- 金門縣金城鎮  : 楊清國 , 

10708 .-- 3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53-6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五 / 

王見川等作 ; 李世偉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706 .-- 250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75) .-- ISBN 

978-986-5757-97-7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靈靈 / M.李普曼(Matthew Lipman)

著 ; 楊茂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毛

毛蟲基金會, 10707 .-- 112 面; 19X26

公分 .-- (兒童哲學教材系列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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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8886-52-0 ( 平 裝 ) 

NT$200  

1.哲學 2.教學法  103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

四輯 / 梁益堉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710 .-- 430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

大系列) .-- ISBN 978-986-350-293-7 

(平裝) NT$430  

1.哲學 2.文集  107  

中國哲學 

紀念牟宗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楊永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707 .-- 

780 面; 24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 學

術思想叢刊 ; 701012) .-- ISBN 978-

986-478-160-7 (平裝) NT$500  

1.中國哲學 2.文集  120.7  

中國古代哲學經典 / 王月清主編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709 .-- 396 面; 21

公分 .-- (鳳凰文庫 ; PHL022) .-- ISBN 

978-986-5620-98-1 (平裝) NT$530  

1.中國哲學史  120.9  

一生受用的易經密碼 / 王少農著 .-- 

修 訂 一 版  .-- 新 北 市  : 新 潮 社 , 

10709 .-- 30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21-1 (平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文王本義新解 / 吳孟峰著 .-- 臺北市 : 

吳孟峰, 10707 .-- 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52-9 ( 平 裝 ) 

NT$38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穿越易經. II : 數學.天文.物理.化學

的科學史 / 王又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傳真文創 , 10707 .-- 192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78-8-

2 (平裝) NT$299  

1.易經 2.易學 3.研究考訂  121.17  

漢宋易學解 / 黃家聘編校 .-- 再版 .-- 

臺北市  : 皇極 , 10707 .-- 574 面 ; 

15X21 公分 .-- (經世叢書) .-- ISBN 

978-986-88579-2-6 (平裝) NT$6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論語講記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

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708 .-- 

2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640-2-8 (第 2 冊:平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講記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

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708 .-- 

128 面; 30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6640-3-5 (第 2 冊:平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不一樣 : 需要正能量的時代,正

好讀孔子 / 王溢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鹿文化, 10709 .-- 320 面; 21 公

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41) .-- ISBN 

978-986-95960-9-1 (平裝) NT$350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7  

王子精靈法則 : 陽明心學智慧記 / 陳

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07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158-8 (平裝)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 / 陳昭瑛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人社高研院東

亞儒學研究中心, 10708 .-- 600 面; 21

公分 .--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 27) .-- 

ISBN 978-986-05-6382-5 ( 精 裝 ) 

NT$600  

1.徐復觀 2.學術思想 3.文集  128.8  

東方哲學 

奧修.奧義書 / 奧修(Osho)作 ; 李奕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開, 10708 .-- 

冊 .-- ISBN 978-986-89034-9-4 (中冊: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

96731-0-5 (下冊:平裝) NT$350  

1.印度哲學  137.4  

西洋哲學 

文 化 是讓 人脫 離本 性還是 實 現本

性? : 思索文化的哲學之路 / 侯貝

(Blanche Robert)等著 ; 廖健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708 .-- 192 面; 19X25 公

分 .--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 ; 4) .-- 

ISBN 978-986-96335-7-4 ( 平 裝 ) 

NT$450  

1.西洋哲學  140  

哲學就是對世界的提問 : 圖解影響

現代社會的 50 位哲學家 / 小川仁志

著 ; 王華懋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 2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9-580-9 (平裝) NT$350  

1.西洋哲學  140  

回憶蘇格拉底 / 色諾芬作 ; 吳永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3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34-7 (平裝) NT$500  

1.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2.

古希臘哲學  141.28  

如果你遇見我的朋友蘇格拉底 / 艾

維澤.塔克(Aviezer Tucker)原著 ; 莊雅

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505-7 (平裝) NT$380  

1.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2.學術

思想 3.古希臘哲學  141.4  

理想國 / 柏拉圖原著 ; 吳獻書原譯 ; 

葉海煙等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709 .-- 5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0-1 ( 平 裝 ) 

NT$500  

1.柏拉圖(Plato, 427-347 B.C.) 2.學術

思想  141.4  

建構實在論 : 中西哲學的中介 / 華爾

納(Fritz Wallner), 沈清松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英, 10707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33-6-8 

(平裝) NT$350  

1.實在論  143.77  

形上學；玄學 

形而上學 / 亞里士多徳著 ; 吳壽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5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32-3 (平裝) NT$500  

1.形上學  160  

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 : 近代科學

與哲學的宇宙觀革命 / 亞歷山大.夸

黑(Alexandre Koyre)著 ; 陳瑞麟, 張樂

霖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

503-3 (平裝) NT$380  

1.宇宙論  163  

物體系 /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著 ; 林志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9 .-- 40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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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感 ; 8) .-- ISBN 978-986-344-

586-9 (平裝) NT$500  

1.價值論 2.物質 3.消費  165  

心理學 

心理學 : 身體心靈與文化的整合 / 胡

志偉等作 ; 梁庚辰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7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292-0 (平裝) NT$850  

1.普通心理學  170  

正向心理學的消化之旅 / 陳昺菎編

撰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 10708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577-3-0 (平裝) NT$900  

1.心理學  170  

明天之前 : 災難心理衛生實務 / 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編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衛 生 局 , 

107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1-2 (平裝)  

1.心理衛生 2.災難救助  172.9  

兒童發展與保育 / 郭靜晃, 黃志成, 

李淑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09-2 (平裝) NT$460  

1.兒童發展 2.兒童心理學 3.幼兒保

育  173.1  

男女の阿德勒心理學 / 岩井俊憲作 ; 

余亮誾譯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 10708 .-- 19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426-0 ( 平 裝 ) 

NT$320  

1.成人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  

變老能得到什麼 : 從人生上半場到

人生下半場的十堂課 / 威廉.許密德

著 ; 賴盈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米粒, 10710 .-- 118 面; 15X21 公分 .-- 

(愛日常 ; 4) .-- ISBN 978-986-96783-2-

2 (平裝) NT$220  

1.老年心理學 2.生活指導  173.5  

內向心理學 : 享受一個人的空間,安

靜地發揮影響力,內向者也能在外向

的世界嶄露鋒芒! / 瑪蒂.蘭妮(Marti 

Olsen Laney)著 ; 楊秀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0708 .-- 368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284-6 (平裝) 

NT$420  

1.內向性格 2.生活指導 3.人際關係  

173.761  

毒型人格的惡情人 : 30 個警示,看穿

心理變態的完美偽裝 / 傑克森.麥肯

錫(Jackso McKenzie)著 ; 高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3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361-577-4 (平裝)  

1.心理病理學 2.心理病患 3.人際關

係  175.6  

我,離自己有多遠呢? : 精神分析想像

變性者的心酸事 / 蔡榮裕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10709 .-- 

352 面; 21 公分 .-- ((思想起)潛意識

叢書 ; 6) .-- ISBN 978-986-96017-2-6 

(平裝) NT$420  

1.精神分析 2.心理治療 3.變性  

175.7  

召喚幸福的影像 : 療癒人心的奇蹟

能量照 / FUMITO 作 ; 張書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15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57-10-8325-

4 (平裝)  

1.超心理學 2.能量  175.9  

死後的世界 / 並木伸一郎著 ; 楊哲群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Mystery ; 

31) .-- ISBN 978-986-96763-6-6 (平裝) 

NT$320  

1.超心理學 2.死亡  175.9  

潛意識溝通 : 11 位催眠師的生命轉

變 / 彭渤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

異果文創, 10707 .-- 214 面; 21 公分 .-

- (好生活  ; 12) .-- ISBN 978-986-

95387-8-7 (平裝) NT$300  

1.超心理學 2.潛意識  175.9  

靈性成長 : 與大我合一的學習之路 /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著 ; 羅孝

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

化, 10707 .-- 296 面; 15X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10) .-- ISBN 978-

986-96328-2-9 (平裝) NT$450  

1.心靈學 2.靈修 3.自我實現  175.9  

專注力 : 扭轉人生、發揮潛能的神

力訓練 / 李大衛著 .-- 新北市 : 悅讀

名品, 10710 .-- 288 面; 21 公分 .-- (補

給人生 ; 74) .-- ISBN 978-986-96361-

5-5 (平裝) NT$280  

1.注意力 2.成功法  176.32  

東大生搶破頭都要修的「思考力」

教室 : 打破天才迷思,讓創意思考大

躍進的 5 堂課 / 宮澤正憲著 ; 鍾嘉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2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75-768-8 (平裝)  

1.創造性思考 2.創意  176.4  

無聊的驚人力量 / 瑪諾什.佐摩羅迪

(Manoush Zomorodi)著 ; 劉復苓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707 .-- 256 面; 15X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359) .-- ISBN 978-986-398-358-

3 (平裝) NT$380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176.4  

腦力全開!心智圖遊戲書 : 我和家人 

/ 趙承賢作 ; 鄭勝繪 ;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042-0 (平

裝) NT$280  

1.思考 2.學習方法  176.4  

腦力全開!心智圖遊戲書 : 食衣住 / 

金禧南作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7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043-7 ( 平 裝 ) 

NT$280  

1.思考 2.學習方法  176.4  

瞬間判斷力 / 趙鵬程著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710 .-- 288 面; 21 公分 .-

- (補給人生 ; 73) .-- ISBN 978-986-

96361-7-9 (平裝) NT$280  

1.思考 2.思維方法  176.45  

EQ 學園好人氣養成班 : 情緒管理與

人際關係 / 楊俐容, 張黛眉著 .-- 三

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教, 10708 .-- 

1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89842-9-5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1200  

1.親職教育 2.情緒管理 3.人際關係  

176.5  

整理空間,就是整理情緒 / 種市勝覺

著 ; 邱心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方智

好讀 ; 114) .-- ISBN 978-986-175-504-

5 (平裝) NT$280  

1.情緒管理 2.家庭佈置  176.5  

快樂就是......500 個珍惜當下的小建

議 / 麗莎.史瓦琳(Lisa Swerling), 拉夫.

羅拉薩(Ralph Lazar)著 ; 吳齊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28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334-8 (平裝) NT$260  

1.快樂 2.通俗作品  1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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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緊張的人都做了狡猾的事 : 49 招

讓你 Hold 住場面,隨心所欲掌控情

緒的心理學妙計 / 內藤誼人著 ; 郭子

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43-0 (平裝) NT$320  

1.緊張 2.情緒管理  176.54  

行為評估和干預 / 葛樹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24-8 

(平裝) NT$500  

1.行為心理學 2.認知心理學  176.8  

宇宙心靈成功法則  / 約瑟夫 .墨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710 .-- 240 面; 15X21 公分 .-

- (實用經典 ; 3) .-- ISBN 978-986-

96269-7-2 (平裝)  

1.潛意識 2.成功法  176.9  

曹操用人術 / 東野君著 .-- 修訂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Book House,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15-8-6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曹操領導力 / 東野君著 .-- 修訂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Book House,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1-1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阿德勒教你體貼對方難過心理的回

話課  : 連榮格、卡內基都深受影

響,33 句正向說話技巧 / 岩井俊憲著 ; 

侯詠馨譯  .-- 臺北市  : 大樂文化 ,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72) .-- ISBN 978-986-96596-4-2 (平裝) 

NT$260  

1.溝通技巧 2.人際關係  177.1  

心世代逆轉勝 / 向立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0707 .-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0876-8-1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心誠事享 / 李欣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出版 : 皇冠文化發行,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upward ; 

90) .-- ISBN 978-986-96416-9-2 (平裝)  

1.成功法 2.吸引力  177.2  

心靈真相 : 讓你避開陷阱、走對路

的關鍵指引 / 丹妮兒.拉波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9 .-- 

320 面; 15X21 公分 .-- (Spirit ; 16) .-- 

ISBN 978-957-658-037-6 ( 平 裝 ) 

NT$380  

1.自我實現 2.靈修  177.2  

生命抉擇與個人成長 / Gerald Corey, 

Marianne Schneider Corey, Michelle 

Muratori 著 ; 張大光等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707 .-

- 48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

957-9282-23-9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如果事與願違,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

排 / 何子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08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15-7-9 (平

裝)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我只是試了一次而已 : 改變命運的

「一次」力量 / 金泰民作 ; 胡椒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0707 .-- 24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6-0898-3 (平裝) NT$2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你的內在其實很強大 : 人類新操作

系統. 3, 與高我創造未來 / 鍾荃因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

504-0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直覺 3.自我實現  177.2  

你無法用一天改變命運,但可以改變

方向 / 林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開卷 ; 1) .-- ISBN 978-

986-96269-5-8 (平裝)  

1.成功法  177.2  

改變力 / 小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573-6 (平裝)  

1.成功法  177.2  

知道目標在哪, 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 何子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0-4 (平

裝)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知識學習的鍛鍊技術 : 日本 30 年經

典完全自學版!建構獨立思考力與創

造力,奠定你的人生志向 / 花村太郎

著 ;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36-2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177.2  

負面情緒的逆思考術 : 擺脫焦慮,逆

轉怒氣,停止抱怨,讓壞心情激發好能

量的大腦訓練法 / 小田全宏著 ; 李麗

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

問 ; 313) .-- ISBN 978-957-13-7504-5 

(平裝) NT$280  

1.成功法 2.情緒管理  177.2  

致勝態度 101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徐愛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707 .-- 1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36-7-0 

(平裝) NT$200  

1.成功法 2.態度  177.2  

烏托邦的起點 : 善用與生俱來的個

人特質,讓天賦自由、人際和諧,實現

理想生活  / 葛瑞琴 .魯賓 (Gretchen 

Rubin)著 ; 張瓅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708 .-- 30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511-8 ( 平 裝 ) 

NT$3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脆弱亦美好,致青春,給自己 : 從沉潛

到成長、蛻變到堅強,探索生命的 37

封 信  / 亞 歷 山 德 羅 . 達 維 尼 亞

(Alessandro D'Avenia)作 ; 鄭百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709 .-- 

40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248-747-1 (平裝) NT$4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弱勢的禮物 / 盧冠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彤鳥社會企業, 10708 .-- 136

面; 15X21 公分 .-- (禮物系列 ; 2) .-- 

ISBN 978-986-95427-2-2 ( 平 裝 ) 

NT$2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弱勢族群  

177.2  

設定目標,活出精彩人生 : 6 個正向

步驟重拾美好生活 / 瑪莉卡.喬布拉

(Mallika chopra)著 ; 葉妍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20 面; 13X19 公分 .-- (人生顧問 ; 

323) .-- ISBN 978-957-13-7507-6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給 40 歲的嶄新開始 / 松浦彌太郎作 ; 

阿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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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44-578-4 (平裝) NT$2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創造幸福的零極限念力 / 立木惠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710 .-- 224 面; 15X21 公分 .-

- (實用經典 ; 2) .-- ISBN 978-986-

96269-6-5 (平裝)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掌握三種關鍵情緒,讓你與成功更靠

近 : 感激、同理與自豪的力量 / 大衛.

德斯諾(Daivid DeSteno)著 ; 朱崇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心理 ; 41) .-- 

ISBN 978-986-137-258-7 ( 平 裝 )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就算戴著腳鍊,也要舞出自己的風格 

/ 侯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種籽文

化, 107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37-4-2 (平裝) NT$2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新生命花園 / 黃煥祥(Bennet Wong), 

麥基卓(Jock McKeen)作 ; 傅馨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0708 .-- 

320 面; 15X21 公分 .-- (心靈拓展系

列 ; D201) .-- ISBN 978-957-693-919-8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人際關係  177.2  

意義 : 邁向美好而深刻的人生 / 艾蜜

莉 . 艾 斯 法 哈 尼 . 史 密 斯 (Emily 

Esfahani Smith)著 ; 洪慧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7 .-- 

296 面; 15X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320) .-- ISBN 978-957-13-7483-3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解讀藏在手指的關鍵密碼 : 讓你成

為更強大的自己 / 張欣微著 .-- 初

版  .-- 桃 園 市  : 天 生 贏 家 教 育 , 

107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15-0-6 (平裝) NT$220  

1.自我實現 2.潛能開發 3.皮紋學  

177.2  

態度對了就對了 : 自我驅動力 / 高明

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期刊部, 

10707 .-- 304 面; 18 公分 .-- (幸福系

列 ; 42) .-- ISBN 978-986-94280-9-5 

(平裝)  

1.成功法 2.態度  177.2  

數位時代幸福學 : 五大策略,同時擁

有效率和福祉的快意人生 / 艾美.布

蘭克森(Amy Blankson)著 ; 吳書榆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707 .-- 320 面; 15X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644) .-- ISBN 978-

986-479-516-1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動機 3.幸福  177.2  

整理力就是學習力!讓孩子自動自發

管理時間、空間、人際關係 / 尹善

玄作 ; 擬梁如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 10709 .-- 256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81-

1 (平裝)  

1.生活指導 2.時間管理 3.人際關係  

177.2  

錢意識 : 借錢、花錢、存錢、賺錢

這四個詞,有錢人的順序會怎麼排? / 

沈誘冰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9164-57-3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潛意識  177.2  

翻轉第二人生 : 做你喜歡、讓你幸

福的事 / 心屋仁之助作 ; 洪逸慧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 

10707 .-- 276 面; 17X23 公分 .-- (熟年

塾 ; 4) .-- ISBN 978-986-398-362-0 (精

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人脈=錢脈 : 改變一生的人際關係經

營術 / 孫大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72-1-0 (平

裝)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你不必和每個人都合拍 : 在人際相

處中安心作自己 / 水島廣子著 ; 楊詠

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出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224 面 ; 

15X21 公分 .-- (Solumate ; 2) .-- ISBN 

978-986-96457-1-3 (平裝) NT$280  

1.人際關係 2.自我肯定  177.3  

高敏感的你或許是好人,卻也可能是

他人眼中的工具人 : 人氣心理諮商

師教你該如何自處、掌握與他人的

適當距離 / 根本裕幸著 ; 鄭翠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 20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5-765-7 (平裝)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打動人心的談判術 / 林鋒著 .-- 修訂

一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709 .-- 

24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316-719-8 (平裝)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當代諮商理論 / 金樹人等編著 .-- 修

訂再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07-8 (平裝) NT$420  

1.諮商 2.諮商技巧  178.4  

心念一轉,讓情緒回到最好的狀態 : 

諮商師教你三種思維有效改變認知,

走出情緒黑洞 / 胡春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2-

9 (平裝)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8.8  

給無法喊痛的人的正念與基模療法 / 

伊藤繪美作 ; 謝敏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智, 10710 .-- 240 面; 15X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15) .-- ISBN 

978-986-175-505-2 (平裝) NT$280  

1.認知治療法  178.8  

鼓勵孩子邁向勇氣之路 : 阿德勒學

派案例解析與策略 / 曾端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0708 .-- 336

面; 15X21 公分 .-- (教育輔導系列 ; 

N145) .-- ISBN 978-957-693-918-1 (平

裝) NT$400  

1.心理治療 2.心理諮商  178.8  

美學 

美學通論 / 劉仲容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06-1 (平裝) 

NT$480  

1.美學 2.西洋美學 3.中國美學史  

180  

學幽默 : 哈佛大學最熱門的一堂課: 

幽默培訓課 / 李大衛著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 (補給人生 ; 72) .-- ISBN 978-986-

96361-6-2 (平裝) NT$280  

1.幽默 2.生活指導  185.8  

倫理學 

人生唯一不變的就是變 : 橫尾忠則

的快人快語 / 横尾忠則著 ; 陳嫻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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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208 面; 13X19 公分 .-- (人生

顧問 ; 323) .-- ISBN 978-957-13-7505-

2 (平裝) NT$2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人類木馬程式 / 李欣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出版 : 皇冠文化發

行 , 10708 .-- 352 面 ; 21 公分  .-- 

(upward ; 89) .-- ISBN 978-986-96416-

8-5 (平裝)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心靈的明燈 / 沈遠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306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394) .-- ISBN 978-

986-314-420-5 (平裝) NT$38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你想活出怎麼的人生? / 吉野源三郎

著 ; 陳昭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先

覺, 10709 .-- 272 面; 21 公分 .-- (人文

思潮 ; 133) .-- ISBN 978-986-134-329-

7 (平裝) NT$290  

1.人生哲學 2.修身 3.青少年  191.9  

看好未來的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 戴

文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聰明心 ; 4) .-- ISBN 978-986-411-079-

7 (平裝) NT$25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哲學與人生 : 人生、繞路與哲學 / 薛

清江著 .-- 三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707 .-- 2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0-131-9 (平裝) NT$250  

1.人生哲學  191.9  

智在生活禪 : 安定心靈.禪中修行 / 

黃子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文

化, 10707 .-- 冊 .-- (智在心靈 ; 52-

53) .-- ISBN 978-986-6676-97-0 (上冊:

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6676-

98-7 (下冊:平裝) NT$30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無懼變老,活出美好 / 梁瓊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 ; 143) .-- 

ISBN 978-986-96153-7-2 ( 平 裝 ) 

NT$30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生命不斷對你訴說的是...... : 歐普拉

覺醒的勇氣 / 歐普拉.溫弗蕾(Oprah 

Winfrey)著 ; 方淑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708 .-- 224

面 ; 15X21 公 分  .-- ( 心 理 勵 志  ; 

BBP435) .-- ISBN 978-986-479-523-9 

(平裝) NT$380  

1.靈修  192.1  

成熟的人,看誰都順眼 / 何子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10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6-6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松浦彌太郎工作基本 100 / 松浦彌太

郎作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8 .-- 320 面; 12X19 公

分 .-- ISBN 978-957-8787-42-1 (平裝) 

NT$3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故事的魅力 : 一本打動人心重塑靈

魂的故事書 / 林大有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出版 : 紅

螞 蟻 圖 書 發 行 , 10708 .-- 240 面 ; 

15X21 公分 .-- (New century ; 69) .-- 

ISBN 978-986-6297-94-6 ( 平 裝 ) 

NT$24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神遊時空 / Arthur 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 10708 .-- 288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703-

3 (平裝) NT$300  

1.靈修  192.1  

善良,就是不給別人添麻煩 / 何子芸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10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5-9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插對頭......還是接對頭?Plugged / 楊

定一著.口述答覆 ; 陳夢怡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真原文化, 10707 .-- 

199 面; 13X19 公分 .-- (全部生命系

列 ; 13) .-- ISBN 978-986-96536-3-3 

(精裝) 220  

1.靈修  192.1  

微笑面對無禮之人 : 用優雅四兩撥

千斤 ,靠修養征服粗魯人  / 鄭文正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心視

野 ; 36) .-- ISBN 978-957-8950-52-8 

(平裝)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奧修脈輪能量全書 / 奧修(Osho)作 ; 

莎薇塔(Sevita)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生 命 潛 能 文 化 , 10708 .-- 432 面 ; 

14X21 公分  .-- (奧修靈性成長系

列) .-- ISBN 978-986-96328-3-6 (平裝) 

NT$580  

1.靈修  192.1  

當靈氣面對小人 : 召回金鑰匙 / 魏可

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Magic ; 17) .-- ISBN 978-986-387-249-

8 (平裝) NT$280  

1.靈修 2.生活指導  192.1  

靈性科學集成 /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

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 吳春

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35-4-0 ( 卷 1: 平 裝 ) 

NT$200  

1.靈修  192.1  

月亮在唱歌 / 張欣怡著 .-- 再版 .-- 臺

北市 : 慈濟人文, 10709 .-- 152 面; 

15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96824-0-4 (平裝) NT$200  

1.修身 2.漫畫  192.11  

地球的棒棒糖 / 張欣怡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708 .-- 174 面; 

15X21 公分 .-- (靜思語漫畫 ; 4)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5568-9-7 (平

裝) NT$200  

1.修身 2.漫畫  192.11  

商務禮儀 / 劉江海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6-3 

(平裝) NT$350  

1.社交禮儀  192.3  

一開口就會讓人喜歡的說話術 / 林

鋒著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20-4 (平裝)  

1.說話藝術 2.口才 3.溝通技巧  

192.32  

如 何 說 , 如 何聽  / 莫提默 .艾德勒

(Mortimer J. Adler)作 ; 吳芠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9-574-8 ( 平 裝 ) 

NT$360  

1.說話藝術 2.演說 3.口語傳播 4.溝

通技巧  192.32  

偷學最強 50 位社交高手的情緒智商

說話課 : 給人溫暖的說話,能讓交情

深一點,自己的路寬一點,成功離你近

一點。 / 朱凌, 常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0708 .-- 256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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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標竿學院 ; GC024) .-- ISBN 

978-986-96473-9-7 (平裝) NT$300  

1.說話藝術 2.口才 3.溝通技巧  

192.32  

人生智慧箴言 / 叔本華(Schopenhauer 

A.)著 ; 李連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709 .-- 272 面; 21 公分 .-- (經

典 ; 17) .-- ISBN 978-986-227-247-3 

(平裝)  

1.格言 2.生活指導  192.8  

當河馬與柏拉圖一起上天堂 / 湯姆.

凱瑟卡(Thomas Cathcart), 丹.克萊恩

(Daniel Klein)作 ; 高霈芬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7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9-21-

6 (平裝) NT$350  

1.生死觀 2.生命哲學  197  

在線零售商營銷道德行為的消費者

響應及其治理 / 沈鵬熠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27-3 (平裝) NT$300  

1.職業倫理 2.零售商  198.49  

正義 : 一場思辨之旅 /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先覺, 10709 .-- 396 面; 21 公分 .-- 

(人文思潮 ; P0700132) .-- ISBN 978-

986-134-328-0 (精裝)  

1.政治倫理 2.社會正義 3.價值觀  

198.57  

法律倫理 / Deborah L. Rhode, David 

Luban 作 ; 林利芝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民間司改會, 10708 .-- 冊 .-- (法

律倫理經典叢書 ; 8) .-- ISBN 978-

986-92634-2-9 (上冊:精裝) NT$700 .-- 

ISBN 978-986-92634-3-6 (下冊:精裝) 

NT$700  

1.法律倫理  198.58  

法律倫理學 / 姜世明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708 .-- 6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7-93-4 (平

裝) NT$680  

1.法律倫理  198.58  

宗教類 

宗教學 

解釋給女兒聽的宗教學 / 羅傑-坡爾.

德洛瓦(Roger-Pol Droit)作 ; 陳太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707 .-- 126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986-323-272-8 (平裝) NT$260  

1.宗教學  210  

敦睦祖先文化 兩岸圓夢中華 : 混元

禪師與三祖文化 / 任昌華作 .-- 臺中

市 : 唯心宗南天文化院, 10707 .-- 178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6088-34-6 (平裝)  

1.宗教哲學 2.中國文化  210.11  

靈魂祕笈. 五 : 看見上帝的狗 : 生死

輪迴和自我超渡的中陰聖經 / 郭德

芬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

化,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樂活

誌 ; 38) .-- ISBN 978-986-95688-8-3 

(平裝)  

1.輪迴 2.靈魂  216.9  

祭祖的真義 : 拜祖先一定要拿香嗎? 

/ 楊錫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707 .-- 32 面; 12X19 公分 .-- ISBN 

978-986-400-216-0 (平裝) NT$50  

1.祭祖 2.比較宗教學  218.1  

佛教 

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 / 吳汝鈞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9 .-- 

512 面; 22 公分 .-- (Open ; 2) .-- ISBN 

978-957-05-3163-3 (平裝)  

1.佛教哲學  220.11  

唯識新引 / 張尚德講述 .-- 初版 .-- 苗

栗縣獅潭鄉 : 達摩, 10707 .-- 20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85-1-

5 (第 11 冊:平裝) NT$400  

1.唯識 2.佛教哲學  220.123  

佛陀是岸 / 呂尚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一中心, 10710 .-- 3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45-9-4 (平

裝) NT$380  

1.宗教與科學 2.佛教修持  220.163  

覺之教育修學次第 / 林素玟主編 .-- 

新北市 : 原泉, 10708 .-- 2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7713-20-9 (平裝) 

NT$280  

1.佛教教育  220.3  

抱疾遊高峰 / 聖嚴法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7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790-9 

(平裝) NT$250  

1.佛教 2.文集  220.7  

無盡燈 : 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

文集 / 王友奎等作 ; 釋果鏡, 廖肇亨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7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788-6 (平裝) NT$420  

1.佛教 2.文集  220.7  

唐代佛教群體的記憶與信仰實踐 / 

林韻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7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78-97-2 (平裝) NT$390  

1.佛教 2.宗教文化 3.唐代  220.9204  

人生的真諦苦集滅道 : 華嚴經四聖

諦品講記 / 海雲繼夢著 .-- 1 版 .-- 臺

北市 : 空庭書苑,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海雲繼夢解華嚴 ; 35) .-- 

ISBN 978-986-96399-4-1 ( 平 裝 ) 

NT$260  

1.華嚴部  221.2  

轉吧!地藏象限 : 海雲和上<<地藏經

>>馬來西亞檳城弘法講記 / 海雲繼

夢作 .-- 1 版 .-- 臺北市 : 空庭書苑, 

10707 .-- 384 面; 21 公分 .-- (海雲繼

夢解經 ; 13) .-- ISBN 978-986-96399-

3-4 (平裝) NT$400  

1.方等部  221.3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 (唐)三藏玄奘法

師奉詔譯 .-- 再版 .-- 臺北市 : 福峰彩

色印刷, 10707 .-- 冊 .-- ISBN 978-986-

92349-8-6 (全套:精裝)  

1.般若部  221.4  

金剛經講述 / 陳禎華主講 ; 孟穎整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靝巨書局, 

10708 .-- 5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134-4-8 (平裝)  

1.般若部  221.44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7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48-1-4 (平裝) NT$300  

1.法華部  221.5  

妙法蓮華經今解 / 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679-5-

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

96679-6-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

986-96679-7-5 (第 3 冊:平裝)  

1.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啟蒙 / 釋淨心講解 ; 釋慧

觀紀錄 .-- 高雄市 : 淨覺佛教事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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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 10707 .-- 冊 .-- ISBN 978-986-

89578-8-6 (全套:精裝)  

1.法華部  221.51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 徐醒民講述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707 .-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736-1-7 (第 5 冊:平裝)  

1.經集部  221.782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 徐醒民講述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708 .-

-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736-2-4 (第 6 冊:平裝)  

1.經集部  221.782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 徐醒民講述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708 .-

-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736-3-1 (第 7 冊:平裝)  

1.經集部  221.782  

我們一起讀阿含 : 長阿含部 / 周勳男

譯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 , 

107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21-6 (平裝) NT$300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221.81  

長阿含經南北傳對讀  / 莊春江編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莊春江 , 

10708 .-- 冊 .-- ISBN 978-957-43-5750-

5 (全套:平裝)  

1.阿含部  221.81  

律藏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刷 , 

10707 .-- 冊 .-- ISBN 978-986-92349-7-

9 (全套:精裝)  

1.律藏  223  

俗情即佛心.若水應天人 : 談唐五代

佛教通俗「詩」「辭」之淨禪融合

及三教會通 / 何宜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興圖書, 10708 .-- 1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815-89-

6 (平裝) NT$180  

1.佛教文學 2.偈詩 3.詩歌  224.513  

過關 : 實心.實做.好人生 / 釋證嚴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707 .-- 320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

脈叢書. 隨緣開示) .-- ISBN 978-986-

96305-3-5 (平裝) NT$280  

 224.515  

星雲說喻. 1, 布施 / 星雲大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709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94-1-3 (平裝) NT$300  

 224.519  

星雲說喻. 2, 持戒 / 星雲大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709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94-2-0 (平裝) NT$300  

 224.519  

雲翔瑞像 : 初唐佛教美術研究 / 肥田

路美著 ; 顏娟英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709 .-- 5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290-6 (平裝) NT$700  

1.佛教美術 2.唐代  224.52  

紅塵無處不道場 / 禪慧法師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北 三 慧 講 堂 , 

10708 .-- 328 面; 23 公分 .-- (三慧叢

書 ; 7) .-- ISBN 978-986-90836-1-4 (平

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  

錦囊妙句 / 釋普獻摘選 .-- 新竹縣峨

眉鄉 : 元光寺, 10710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30260-6-8 (精裝)  

1.佛教說法  225  

應無所住 / 虛雲老和尚開示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宜 禾 學 佛 園 地 , 

10708 .-- 256 面; 19X25 公分 .-- (宜禾

修 行 系 列 叢 書 ) .-- ISBN 978-986-

88385-8-1 (平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  

小太陽的微笑 / 張欣怡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708 .-- 140 面; 

15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96824-1-1 (平裝) NT$200  

1.佛教說法 2.漫畫  225.4  

心之道智慧法語. 第四輯 / 洪淑妍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

版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

96539-3-0 (全套:精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聖地行腳 : 沙彌日記. 4 / 慧顯等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708 .-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457-463-6 (平裝) NT$300  

1.佛教教化法 2.朝聖 3.印度  225.4  

靜思語 / 釋證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濟人文, 10708 .-- 253 面; 19 公

分 .-- 中英日韓典藏版 .-- ISBN 978-

986-95568-8-0 (精裝) NT$188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觀音三十二像贊之研究  / 林孟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林孟蓉 , 

107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2-5 (平裝)  

1.觀世音菩薩 2.佛教修持  2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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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陳潔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20 面; 17X22 公分 .-- (眾

生 ; JP0146) .-- ISBN 978-986-5613-79-

2 (平裝附光碟片)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生死皆自在 : 聖嚴法師談生命智慧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

文化, 10709 .-- 132 面; 26 公分 .-- 大

字版 .-- ISBN 978-957-598-789-3 (平

裝)  

1.生命教育 2.生活指導 3.文集  

225.87  

聖曼陀羅滿願法 : 超越吸引力法則

的佛法 / 顯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化, 10708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4894-5-4 ( 平 裝 ) 

NT$280  

1.佛教修持  225.87  

蒼龍 : 吼破雲關 / 陳光華著 .-- 1 版 .-

- 新北市 : 百善書房, 10709 .-- 184 面; 

15X21 公分 .-- (智慧經典 ; 32) .-- 

ISBN 978-986-390-137-2 ( 平 裝 ) 

NT$240  

1.佛教修持  225.87  

宗鏡錄標點本. 下冊(卷五一-百) / (宋)

永明延壽禪師輯造 ; 九七叟孫劍鋒

居士整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

乘基金會, 10707 .-- 800 面; 21 公分 .-

- (大乘叢書 ; B-173) .-- ISBN 978-986-

5963-94-1 (精裝)  

1.禪宗  226.6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 洪修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708 .-- 448 面; 23 公分 .-- (鳳凰文

庫 ; PHH006) .-- ISBN 978-986-388-

085-1 (平裝) NT$600  

1.禪宗  226.6  

禪與老莊 / 徐小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709 .-- 308 面; 23

公分  .-- (鳳凰文庫  ; PHH017) .-- 

ISBN 978-986-388-089-9 ( 平 裝 ) 

NT$430  

1.禪宗  226.6  

明心見性 : 六祖壇經法要 / 陳琴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7 .-- 320 面; 17X23 公分 .--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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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 320) .-- ISBN 978-957-13-7485-

7 (平裝) NT$380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呈解營 / 迂園道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普音文化, 10708 .-- 379 面; 24 公

分 .-- (新原人文學 ; 55) .-- ISBN 978-

986-95563-8-5 (平裝) NT$500  

1.禪宗 2.佛教說法 3.佛教修持  

226.65  

坐禪 / 方俐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佛 教 大 毘 盧 遮 那 禪 林 基 金 會 , 

107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012-5-0 (平裝) NT$3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信仰之法 : 心靈昇華的力量 / 大川隆

法著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信實文化行銷 , 

10708 .-- 256 面 ; 15X21 公 分  .-- 

(What's being) .-- ISBN 978-986-96454-

7-8 (平裝) NT$35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教學入門 : 任用考試手冊 / 創價學會

教學部著 ; 台灣創價學會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教學叢

書 ; 30) .-- ISBN 978-986-96750-4-8 

(平裝) NT$100  

1.佛教教理 2.佛教修持  226.871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 文白並列本 / 

創價學會原著 ;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709 .-- 900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96519-8-1 (第 1

冊:精裝) NT$700  

1.佛教說法 2.佛教信仰錄  226.875  

藏學祕事 : 你不知道的藏傳佛教活

佛轉世之密 / 蔡志純, 黃顯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0709 .-- 38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80-6-8 (平裝) NT$330  

1.藏傳佛教  226.96  

山法 : 西藏關於他空與佛藏之根本

論  / 篤 補 巴 . 喜 饒 堅 贊(Döl-b̄o-b̄a 

S̄hay-rap-gyel-tsen)原著 ; 傑弗里.霍普

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 張火

慶, 張志成, 呂艾倫等中文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708 .-- 9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548-3-8 

(精裝) NT$1200  

1.藏傳佛教 2.佛教教理 3.西藏自治

區  226.961  

西藏的護法與神鬼 / 雪域智庫, 見悲

青增格西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雪

域, 10708 .-- 384 面; 23 公分 .-- (雪域

叢書 ; 31) .-- ISBN 978-986-96193-3-2 

(平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佛教教理  226.961  

心類學顯要善說 / 倉忠仁波切, 昂望

丹津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悅翔數位

印刷出版 : 四臂觀音白蓮法洲發行, 

10707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4947-5-5 (精裝)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藏密度亡經 / 丘揚創巴仁波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親哲文化, 10708 .-- 

256 面; 17X22 公分 .-- (大喆文庫 ; 

18) .-- 典藏版 .-- ISBN 978-986-90740-

5-6 (精裝) NT$320  

1.藏傳佛教 2.死亡 3.宗教哲學  

226.962  

本尊修持儀軌 : 普巴金剛及金剛薩

埵 / 蓮花生大士等作 ; 妙琳法師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0708 .-

- 278 面; 17X22 公分 .-- (儀軌實修 ; 

12) .-- ISBN 978-986-6091-88-9 (平裝) 

NT$399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狂野的覺醒 / 竹慶本樂仁波切著 ; 江

涵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

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336 面; 17X22 公

分 .-- (善知識 ; JB0128) .-- ISBN 978-

986-5613-81-5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真空悲光 : 噶千仁波切教授齋戒與

觀音生圓次第 / 噶千仁波切著 ; 張昆

晟藏譯中 .-- 初版 .-- 新北市 : 噶千佛

學會, 10708 .-- 218 面; 17X22 公分 .-- 

(尊貴上師噶千仁波切開示法寶  ; 

12) .-- ISBN 978-986-93286-5-4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慧光集. 72-73, <<俱舍論>>講記 / 世

親論師造頌 ; 堪欽索達吉譯釋 .-- 初

版 .-- 臺北市 :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

佛學會, 10707 .-- 35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242-5-4 (中冊: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教理 3.佛教修持  

226.965  

禪修心經 : 萬物顯現,卻不真實存在 / 

堪祖蘇南給稱仁波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92 面; 17X22 公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129) .-- ISBN 978-986-5613-80-8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般若部  

226.965  

人天居所 : 藏傳佛教宗派名寺 / 何杰

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707 .-- 136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30) .-- BOD 版  .-- ISBN 978-957-

8924-28-4 (平裝) NT$180  

1.寺院 2.藏傳佛教 3.西藏自治區  

227.266  

道教 

圖解道教 / 張夢逍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華威國際, 107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11-82-8 (平

裝)  

1.道教  230  

關聖帝君應驗桃園明聖經解說 / 林

金闕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三重興

協宮, 10707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94-0-4 (平裝)  

1.道藏  231  

呂祖純陽全書 / 黃家騁編校 .-- 再

版 .-- 臺北市 : 皇極, 10707 .-- 冊 .-- 

(經世叢書) .-- ISBN 978-986-88579-1-

9 (全套:平裝) NT$3600  

1.道教修鍊  235  

根本 : 元然理天王教你從後天修回

先天,讓身心靈達至真善美境界 / 陳

致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7 .-- 64 面; 19X26 公分 .-- (布克

學習 ; 107) .-- ISBN 978-957-9699-33-

4 (平裝) NT$480  

1.道教 2.拳術  235  

基督教 

天音北韻 : 華北地區天主教音樂研

究 / 孫晨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基督教文

化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6-7 冊) .-- 簡

體字版  .-- ISBN 978-986-485-483-7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484-

4 (下冊: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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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教 2.宗教音樂 3.華北地區  

240.8  

同為異國傳教人 : 近代在華新教傳

教士與天主教傳教士關係研究(1807-

1941) / 田燕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6 面; 26 公

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3 冊) .-- 簡體字版 .-- ISBN 978-

986-485-473-8 (精裝)  

1.基督教 2.天主教 3.傳教史 4.中國  

240.8  

西洋圖像的中式轉譯 : 十六十七世

紀中國基督教圖像研究  / 董麗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70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

文化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8 冊) .-- 簡

體字版  .-- ISBN 978-986-485-487-5 

(精裝)  

1.基督教史 2.中國  240.8  

耶穌作爲明鏡 : 20 世紀歐美耶穌小

說 / 張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215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9

冊)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

485-488-2 (精裝)  

1.耶穌 2.小說 3.文學評論  240.8  

基督、聖靈、人 : 加爾文神學中的

思辨與修辭 / 陳衛真, 高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308 面; 26 公分 .-- (基督教文化研究

叢書. 四編 ; 第 1 冊)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485-469-1 (精裝)  

1.加爾文(Calvin, Jean, 1509-1564) 2.學

術思想 3.神學  240.8  

基督教與華北社會研究(1927-1937) / 

張德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基督教文化研

究叢書. 四編 ; 第 4-5 冊)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485-479-0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485-480-6 (下

冊:精裝)  

1.基督教史 2.華北地區  240.8  

當代西方天主教相稱主義倫理學研

究 / 林慶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222 面; 26 公分 .-

-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四編 ; 第 2

冊)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

485-471-4 (精裝)  

1.天主教 2.倫理學  240.8  

最奇特的民族以色列 : 被亞述、巴

比倫、希臘、羅馬帝國征服卻奇蹟

復國的祕密 / 穆宏志(Jesús M. Muñoz)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火文化, 

10708 .-- 288 面 ; 17X23 公 分  .-- 

(Search ; 12) .-- ISBN 978-986-95675-4-

1 (平裝)  

1.聖經故事 2.聖經人物  241.01  

聖經?聖經! : 哪一本?怎麼讀! / 陳南

州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

報社, 10709 .-- 120 面; 21 公分 .-- (基

督教信仰叢書 ; 3) .-- ISBN 978-986-

5637-58-3 (平裝)  

1.聖經研究  241.01  

利未記概要 : 萬有都是依靠祂 / 寇茲

(C. A. Coates)原著 ; 鍾聲實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活道, 10708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28-96-1 

(平裝)  

1.利未記 2.聖經研究  241.213  

列王紀與歷代志綜覽 / 林賢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10708 .-- 

232 面; 15X21 公分 .-- (研經叢書)(聖

經釋義叢書) .-- ISBN 978-986-96557-

1-2 (平裝) NT$250  

1.列王紀 2.歷代志 3.聖經研究  

241.26  

耶穌傳奇 : 新約聖經的故事 / 蔡百銓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蔡百銓, 

10708 .-- 2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5748-2 (平裝) NT$500  

1.新約 2.聖經故事  241.5  

耶穌的比喻 : 從亞洲詮釋學的角度

研究路加福音中耶穌的比喻 / 曾昌

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707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996-91-8 (平裝)  

1.路加福音 2.比喻  241.68  

羅馬書 : 得長子名分;產業得贖 / 盧

頴桓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徐碧玲出

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經銷, 10707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78-9 (平裝)  

1.羅馬書 2.聖經研究  241.71  

雅 各 書 注 釋  / 大 衛 . 鮑 森 (David 

Pawson)著 ; 趙士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米迦勒傳播, 10707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742-5-5 

(精裝) NT$280  

1.雅各書 2.注釋  241.791  

基督徒生活入門  / 羅志偉 (Attilito 

Rossi)著 ; 張敏辰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光啟文化, 10708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46-894-1 (平裝) 

NT$680  

1.天主教教理  242  

原牧 :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

10 期 / 詹嫦慧主編 .-- 新北市 : 輔仁

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

中心, 10707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04-8-8 (平裝)  

1.神學 2.期刊  242.05  

超自然的恩膏  / 基耶摩 .馬都納多

(Guillermo Maldonado) 著  ; 張 珮 幸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707 .-- 

144 面; 21 公分 .-- (恩賜職務叢書 ; 

EG024-1) .-- 簡體字版 .-- ISBN 978-

986-96582-6-3 (平裝)  

1.聖靈 2.基督徒  242.15  

超自然新世代  / 基耶摩 .馬都納多

(Guillermo Maldonado) 著  ; 柯 美 玲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707 .-- 

160 面 ; 21 公分  .-- (復興叢書  ; 

ER065) .-- ISBN 978-986-96582-4-9 

(精裝)  

1.聖靈 2.基督徒  242.15  

聖靈超自然的澆灌 / 基耶摩.馬都納

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 邱恩宜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707 .-- 

144 面; 21 公分 .-- (恩賜職務叢書 ; 

EG025) .-- ISBN 978-986-96582-5-6 

(精裝)  

1.聖靈 2.基督徒  242.15  

驅魔紀實 : 梵諦岡首席驅魔師的驅

魔記錄 / 加俾額爾.阿摩特(Gabriele 

Amorth)作 ; 王念祖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Knowledge 系列 ; 19) .-- ISBN 978-

986-96765-0-2 (平裝) NT$360  

1.神學 2.靈修  242.5  

眾 神 之 上  / 拉 維 . 撒 迦 利 亞 (Ravi 

Zacharias)作 ; 陳恩明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07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537-8-

3 (精裝) NT$330  

1.基督教 2.護教  242.9  

從恩典啟航 : 加爾文主義的生活實

踐 /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著 ; 

詹益龍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

宗, 10707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57-8-2 (平裝) NT$260  

1.加爾文(Calvin, Jean, 1509-1564) 2.學

術思想 3.神學  2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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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為孩子禱告 / 考柏夫婦(David 

and Heather Kopp)作 ; 江惠蓮, 鄭嘉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7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625-8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葡萄園間的默想 : 一切在神 / 戴佳恩

作  .-- 臺 北 市  : 基 督 環 球 宣 道 , 

107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0604-9-4 (精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不同凡想的自由 .-- 臺北市 : 異象工

場, 10708 .-- 132 面; 26 公分 .-- (天國

文化裝備課程系列) .-- 教師版 .-- 

ISBN 978-986-96095-5-5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不同凡想的自由 .-- 臺北市 : 異象工

場, 10708 .-- 54 面; 26 公分 .-- (天國

文化裝備課程系列) .-- 學生版 .-- 

ISBN 978-986-96095-6-2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同學請你聽我跟你說 / 張文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708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0-219-

1 (平裝) NT$350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3.讀經  244.9  

汪汪幸福學 : 毛小孩帶給我們的 50

種心靈治癒 / 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 王宇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710 .-- 320

面; 21 公分 .-- (心理.關懷 ; 9) .-- 

ISBN 978-957-727-537-0 ( 平 裝 ) 

NT$340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3.犬  244.9  

你們要歡喜踴躍 : 論於當代世界成

聖的召叫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

團秘書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 10707 .-- 

1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6110-2-2 (平裝) NT$100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就是今天 : 對自己仁慈一些,對別人

同理一些,5 分鐘讓愛成為你 / 芮秋.

史岱佛(Rachel Macy Stafford)著 ; 劉

嘉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27-0 (平裝) NT$340  

1.基督徒  244.9  

天國頻率  / 羅伯特 .莫里斯 (Robert 

Morris)著 ; 羅睿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異象工場, 10708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095-4-8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心靈旅程 : 進入大德蘭靈心城堡 / 茱

麗安.麥克琳(Julienne McLean)著 ; 譚

璧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化, 

10709 .-- 336 面; 23 公分 .-- (加爾默

羅靈修  ; I0007) .-- ISBN 978-986-

6036-47-7 (平裝) NT$450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你 如 何 明 白 神 的 旨 意  / 甘 堅 信

(Kenneth E. Hagin)原著 .-- 一版 .-- 臺

中市 : 瑞瑪出版, 10707 .-- 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4256-2-9 (平

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效法主耶穌 / 懷愛倫著 ; 吳晨歡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 10710 .-- 392

面; 24 公分 .-- (勵志叢書 ; 42) .-- 

ISBN 978-986-6314-81-0 ( 精 裝 ) 

NT$45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全球生命堂見證集 / 董瑪利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708 .-- 24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77-261-

4 (精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牧會默觀 : 誰有 153 條魚? / 翁正晃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迦密文化, 

10710 .-- 2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0668-9-1 (精裝) NT$240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幸福到你家 : 福氣教會的見證 / 楊錫

儒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基督教福

氣教會, 10707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03-2-6 ( 平 裝 ) 

NT$220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擇偶與婚姻的十個要訣 / 賈力耕, 牟

燕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賈力耕, 

107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6-8 (平裝) NT$350  

1.基督徒 2.婚姻 3.兩性關係  244.99  

重生,如一抹新綠 / 劉聯穎等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基 督 教 晨 曦 會 , 

10707 .-- 2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450-1-0 (精裝) NT$250  

1.信仰治療 2.戒毒 3.基督徒 4.教牧

學  245.8  

十架門徒 : 斯托得傳 / 司迪爾(Roger 

Steer)著 ; 黃從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0708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8-624-1 (平裝)  

1.斯托得(Scott, John R. W.) 2.基督教

傳記  249.941  

其他宗教 

一貫道藏. 義理之部. 9, 幸福的道理. 

2 / 林榮澤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

究院文獻館發行, 10707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04-79-1 (精

裝)  

1.一貫道  271.6  

台灣老齋堂的珍寶 : 台南德化堂所

藏的經卷與文獻 / 王見川, 王惠琛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757-98-

4 (全套:精裝) NT$35000  

1.民間信仰 2.文獻 3.臺灣  271.9  

靈光隱隱 : 暗室的一燈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燈文化, 10709 .-

- 224 面; 21 公分 .-- (盧勝彥文集 ; 

267) .-- ISBN 978-957-30526-1-6 (平裝) 

NT$260  

1.民間信仰  271.9  

超凡入聖 : 諦視李府千歲 / 李豐楙總

編輯  .-- 臺南市  : 南鯤鯓代天府 , 

10707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651-7-5 (平裝) NT$7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文集  

272.2807  

臺灣觀音信仰的「本土」與「外來」 

/ 闞正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 10707 .-- 250 面; 24 公分 .-- (中

國民間信仰系列 ; 19) .-- ISBN 978-

986-5757-96-0 (平裝)  

1.觀世音菩薩 2.民間信仰 3.臺灣  

272.43  

媽祖文化 QA : 認識台灣第一女神 / 

林美容, 月熊編輯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月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島嶼印

記 ; 4) .-- ISBN 978-986-95126-7-1 (平

裝) NT$380  

1.媽祖 2.民間信仰  272.71  

臺灣的媽祖信仰 / 蔡相煇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708 .-- 

386 面; 23 公分 .-- (Do 歷史 ; 83) .-- 

BOD 版 .-- ISBN 978-986-95918-6-7 

(平裝) NT$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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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媽祖 2.民間信仰 3.臺灣  272.71  

改變命運的桃花參拜術 / 董珮君, 樂

知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知, 

10707 .-- 2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4379-3-6 (平裝) NT$380  

1.祠祀 2.祭禮 3.民間信仰  272.92  

神的遊戲 :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

者的傳奇故事 / 克里虛那.畢克修(Sri 

Krishna Bhikshu)原著 ; 平加利.蘇利

亞.孫德倫(Pingali Surya Sundaram)英

文編譯 ; 周如怡中文翻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紅 桌 文 化 , 左 守 創 作 , 

10708 .-- 304 面; 15X21 公分 .-- (真

我 ; 6) .-- ISBN 978-986-95975-3-1 (平

裝) NT$380  

1.拉瑪那(Ramana, Maharshi) 2.傳記 3.

印度教 4.靈修  274  

神話 

神話心理學 / 河合隼雄著 ; 河合俊雄

編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10709 .-- 296 面; 21 公

分 .-- (故事與日本人的心 ; 2)(Master ; 

60) .-- ISBN 978-986-357-127-8 (平裝) 

NT$400  

1.神話 2.心理學  280.14  

術數；迷信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

運. 豬 / 巫桓, 巫信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易管理顧問, 107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141-4-

1 (平裝) NT$200  

1.術數 2.命書 3.生肖  290  

你一定看得懂的易經六十四卦. 2 / 

劉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400 面; 17X23 公分 .-- (人生

顧問 ; 310) .-- ISBN 978-957-13-7498-

7 (平裝) NT$400  

1.易占  292.1  

增刪卜易精譯 / 李文輝原著 ; 舒涵譯

解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710 .-- 666 面; 15X21 公分 .-- (相卜

叢書 ; 2076) .-- ISBN 978-986-96619-

3-5 (平裝) NT$600  

1.易占  292.1  

回到你的內在權威 : 與全球第一位

中文人類圖分析師踏上去制約之旅 / 

喬宜思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發行, 10709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21-40-8 (平裝) 

NT$350  

1.占星術 2.自我實現  292.22  

都是逆行惹的禍 : 靈魂的星座重修

課 / 韓良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

瓜國際, 10707 .-- 288 面; 21 公分 .-- 

(韓良露生命占星學院 ; 11) .-- ISBN 

978-986-95994-1-2 (平裝) NT$350  

1.占星術  292.22  

靈能者占星學 / 秦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先行者皇家學院, 107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00-0-

4 (平裝)  

1.占星術  292.22  

超意識預測學 / 文墨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象藏真文化, 10708 .-- 280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4728-1-4 (平裝)  

1.占卜  292.96  

撲克命牌.我的流年 : 從生日,預知一

生的年月運勢 / 羅伯特.坎普(Robert 

Camp)著 ; Sad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實 文 化 出 版  : 大 雁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384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57-9001-68-7 (平裝) NT$800  

1.占卜  292.96  

撲克命牌.我的愛情 : 從生日,找到我

的天作之合  / 羅伯特 .坎普 (Robert 

Camp)著 ; 星光餘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709 .-- 384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57-9001-69-4 (平裝) NT$800  

1.占卜  292.96  

快速搞懂紫微這本最好 / 范振木, 黃

素芳合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

化, 10710 .-- 315 面; 15X21 公分 .-- 

(斗數叢書 ; 7023) .-- ISBN 978-986-

96619-6-6 (平裝) NT$300  

1.紫微斗數  293.11  

女命專論. 2 : 女命八字 150 種 / 藍傳

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武陵 , 

10708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5-1470-1 (平裝) NT$65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神煞不神煞 : 神煞透析 / 劉賁編註 .-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710 .-

- 423 面; 15X21 公分 .-- (八字叢書 ; 

6045) .-- ISBN 978-986-96619-5-9 (平

裝) NT$5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梁湘潤八字講堂(二 00 九-二 0 一 0

年) / 梁湘潤講述 .-- 初版 .-- 新北市 : 

行卯, 107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809-5-8 ( 平 裝 ) 

NT$7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姓名吉凶 VS 流年實例 / 思普居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710 .-- 249 面; 15X21 公分 .-- (姓名

學 叢 書  ; 8009) .-- ISBN 978-986-

96619-4-2 (平裝) NT$350  

1.姓名學 2.命書  293.3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9 / 張清淵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運算人

生 ; 13) .-- ISBN 978-986-96590-2-4 

(平裝) NT$218  

1.改運法  295.7  

日本妖怪大追擊 / 難波吉備作 ; 陳怡

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406-8 (平裝) NT$380  

1.妖怪 2.日本  298.6  

台灣妖見錄 : 20 處日治妖怪踏查現

場 / 周鼎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文

經社,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663-769-8 ( 平 裝 ) 

NT$360  

1.妖怪 2.臺灣  298.6  

尋妖誌 : 島嶼妖怪文化之旅 / 臺北地

方異聞工作室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9 .-- 320 面; 16X23 公分 .-- 

(台灣地圖 ; 43) .-- ISBN 978-986-443-

191-5 (平裝) NT$490  

1.妖怪 2.文化研究 3.臺灣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50 則非知不可的科學概念 / 保羅.帕

森斯, 蓋爾.迪克森著 ; 嚴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08

面; 20 公分 .-- (博雅科普 ; 19) .-- 

ISBN 978-957-11-9837-8 ( 平 裝 ) 

NT$32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BBC 專家解答 : 生活科學大哉問 / 

<<BBC 知識>>國際中文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家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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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885-96-8 

(平裝) NT$39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NEW 全彩圖解科學大百科 : 中小學

生必讀生物、物理、化學、地球科

學的常備書 / 市村均, 學研 PLUS 著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709 .-- 368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57-8640-43-6 (精裝) NT$15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真的假的?!今天開始懂科學 / 池上彰

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

竟, 10709 .-- 240 面; 15X21 公分 .-- 

(科普 ; 4) .-- ISBN 978-986-137-259-4 

(平裝) NT$26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暴走屍械 / 陳紹霖作 ; 氧氣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709 .-- 160 面; 17X23 公分 .-- (X 機

器人戰隊) .-- ISBN 978-986-301-870-4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 NEW

全彩圖解觀念化學 / 市村均, 學研

PLUS 著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0709 .-- 96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57-8640-46-7 (精裝) 

NT$45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 NEW

全彩圖解觀念生物 / 市村均, 學研

PLUS 著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0709 .-- 144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57-8640-44-3 (精

裝) NT$45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 NEW

全彩圖解觀念地球科學 / 市村均, 學

研 PLUS 著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0709 .-- 128 面 ; 

21X26 公分 .-- ISBN 978-957-8640-45-

0 (精裝) NT$45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 NEW

全彩圖解觀念物理 / 市村均, 學研

PLUS 著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0709 .-- 104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57-8640-47-4 (精

裝) NT$45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3 : 磁鐵

的神奇力量 / 青山剛昌原作 ; Galileo

工房監修 ; 黃薇嬪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040-6 (平

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化學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18-4 (平裝)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物理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19-1 (平裝)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能源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21-4 (平裝)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書寫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20-7 (平裝)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演化論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

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22-1 ( 平 裝 )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醫學的故事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10708 .-- 80 面; 

26 公分 .-- (少年科學史話) .-- ISBN 

978-957-9250-23-8 (平裝) NT$280  

1.科學 2.歷史 3.青少年讀物  309  

數學 

這不是超能力但能操控人心的魔數

術學 : 漫畫圖解魔術讓你看穿無所

不在的心理操縱.學會掌控全局的生

存技術.好人壞人敵人陌生人都會成

為你的貴人 / 莊惟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708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409-5 ( 平 裝 ) 

NT$450  

1.數學 2.漫畫  310  

基礎數學 / 徐世敏, 劉珈銘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 

107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93-3-8 (第 1 冊:平裝)  

1.數學  310  

基礎數學 / 邱俊智, 陳永銓編著 .-- 

初版修訂 .-- 新北市 : 高立, 107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180-6 (平裝) NT$300  

1.數學  310  

數學 : 觀念與解析 / 楊精松, 莊紹容

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707 .-- 42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43-8 (平裝)  

1.數學  310  

圖解數學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作 ; 陳昭蓉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709 .-- 140 面 ; 

19X27 公分 .-- ISBN 978-986-479-521-

5 (精裝) NT$600  

1.數學 2.詞典  310.41  

線性代數學習要訣 / 劉明昌編著 .-- 

修訂六版 .-- 臺北市 : 文笙, 10707 .-- 

6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

168-0 (平裝) NT$650  

1.線性代數  313.3  

基礎數學與微積分 / 蕭新才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708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175-2 

(平裝) NT$84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徐世敏等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 10708 .-- 1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63-063-0 (平裝)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含基礎數學) / 蕭新才等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708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176-9 (平裝) NT$840  

1.微積分  314.1  

現代演算法 : 原來理解演算法並不

難 / Panos Louridas 原著 ; 賴屹民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476-881-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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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演算法  318.1  

賽局理論圖解 / 清水武治著 ; 謝育容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

506-4 (平裝) NT$260  

1.博奕論  319.2  

電腦資訊科學 

計概超人 60 天特攻本 / 夢想家資訊

工場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708 .-- 33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76-878-3 (平裝)  

1.電腦  312  

系統分析與設計 / 林文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708 .-- 25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

957-572-572-3 (平裝) NT$400  

1.系統分析 2.系統設計  312.121  

大數據的下一步 : Spark MLlib 機器

學習實戰技巧大公開  / 王曉華編

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26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79-679-4 (平裝)  

1.雲端運算 2.電子資料處理 3.資料

探勘  312.136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庫處理  : Spark 

SQL 親自動手做 / 紀涵, 靖曉文, 趙

政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9 .-- 2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90-9 (平裝) NT$490  

1.雲端運算 2.電子資料處理 3.資料

探勘  312.136  

資安專家談 Wireshark : Wireshark 與

Metasploit 整合應用 / Jessey Bullock, 

Jeff T. Parker 原著 ; 江湖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

866-0 (平裝)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輕鬆玩 Google 雲端應用 / 黃建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5-1 (平裝)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網頁設計創想 : 無拘束版式美學 / 善

本圖書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2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9-3 (平裝) NT$480  

1.網頁設計 2.版面設計  312.1695  

深入淺出 Agile /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 原著 ; 楊尊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

880-6 (平裝)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經典實戰手冊 : AngularJS 全攻略 / 

姜琇森等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17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78-7 (平裝)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2  

翻轉 iOS : 使用 Swift 開發感測器應

用 / 關東升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

訊, 10708 .-- 23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91-6 ( 平 裝 ) 

NT$480  

1.電腦程式語言 2.物件導向程式  

312.2  

Excel VB 與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 朱

正和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 

10708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0-0 (平裝)  

1.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C++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實務 / 吳燦

銘, 榮欽科技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709 .-- 474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324-9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C 語言程式設計 : 入門與實務演練 / 

吳卓俊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708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6-3 (平裝附光碟片)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從零開始學 Visual C# 2017 程式設計 

/ 李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708 .-- 57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323-2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JavaScript 實戰 / 湯東, 張富銀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8-7 (平裝) NT$650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Flask 網頁開發 / Miguel Grinberg 原

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707 .-- 3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68-4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基礎 / 白文章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7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51-7-0 (平裝) NT$5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學習經典 : 工程分

析 x 資料處理 x 專案開發 / 吳翌禎, 

黃立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7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3-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零基礎入門班(含 MTA Python

國際認證糢擬試題) /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67-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正面突破!初探 Python 世界 / Zed A. 

Shaw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107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46-6 (平裝) NT$5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秋聲教你玩組合語言. 常用指令精華

篇 /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0707 .-- 304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320-1 (平裝) 

NT$450  

1.組合語言  312.33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 姚瞻

海, 劉齊光, 陳鞠伎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0708 .-- 472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434-321-

8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電腦軟體  312.49  

TQC+AutoCAD 2019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 電腦技能基金

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9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63-886-4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1.AutoCAD 2019(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TQC+AutoCAD 2019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9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69-1 

(平裝)  

1.AutoCAD 2018(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8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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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76-895-0 (平裝)  

1.AutoCAD 2018(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經濟模型與 MATLAB 應用 / 孫雲龍, 

唐小英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24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2-7 ( 平 裝 ) 

NT$450  

1.Matlab(電腦程式) 2.數學  

312.49M384  

SolidWorks Simulation 電腦輔助工程

分析進階範例 / 夸克工作室等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755-53-6 (平裝附光碟片)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丙級為例. 基礎篇 / 林志鎰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7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8755-47-5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

考試指南  312.49S678  

SolidWorks 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丙級為例. 進階篇 / 林志鎰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7 .-- 

36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8755-48-2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

考試指南  312.49S678  

Microsoft MOS Word 2016 Core 原廠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25) / 王

仲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6-871-4 (平裝)  

1.WORD 2016(電腦程式) 2.考試指南  

312.49W53  

Android 5.X+SQLite POS 前端銷售

APP 系 統 設 計 寶 典  : 使 用 最 新

Android Studio 開發 / 孫惠民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755-50-5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App Inventor 2 輕鬆學 : 手機應用程

式簡單做 / 吳燦銘, 榮欽科技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708 .-- 

27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434-322-5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Firebase 開發實務 / Houssem Yahiaoui

原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2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76-879-0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手機終端軟件開發實驗 Android 版 / 

羅文龍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1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6-6 ( 平 裝 ) 

NT$35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 立即手動實作

一個 / 黃峰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336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9-687-9 (平裝) 

NT$49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前端三大王者之 React 跨多螢實戰

入門 / 張益琿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佳魁資訊 , 10709 .-- 544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6-

2 (平裝) NT$62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新手不敗的程式開發課 : Android 7.X 

App 全方位指南 / 王安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

238-1 (平裝) NT$68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輕鬆開發手機 App 點餐系統 : 使用

App Inventor 2 結合 Google 表單 / 李

春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708 .-- 128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5-7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Windows App 達人之路 : 市集開發知

識+ / 馮瑞濤, 閻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1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37-4 (平

裝) NT$860  

1.WINDOWS(電腦程式) 2.作業系統  

312.53  

實戰 Rpi3、Windows 10、Azure 物聯

網整合開發 / 宇田周平, 林宜憲原著 ; 

楊季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7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75-2 (平裝)  

1.WINDOWS(電腦程式) 2.作業系統 

3.電腦程式設計  312.53  

Ubuntu 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 / 施威

銘研究室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旗

標, 10708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2-545-7 (平裝) NT$650  

1.作業系統  312.54  

跟阿銘學 Linux / 李世明原著 ; 劉勇

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76-876-9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R 語言的資料採礦導引 : 大數據時

代的資料分析 / 陳鴻敏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7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8755-55-0 (平裝)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Minecraft 教育版 : 玩遊戲學程式-使

用 MakeCode:Blocks / 柚子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8 .-- 

112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

455-728-8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Scratch 積木程式教室 / 谷口充監修 ; 

衛宮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10 .-- 208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

界 ; 218) .-- ISBN 978-957-8799-44-8 

(平裝) NT$280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完全掌握 : 最強 3D 視訊處理技術書 

/ 安平等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33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1-7 (平裝)  

1.虛擬實境 2.視訊系統  312.8  

會聲會影 : 爆氣 Rush 影音達人(X10

以上版本適用) / 梁采汝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3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39-8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視訊系

統  312.8  

實戰 Scratch x Arduino 運算思維能力

養成 / 吳紹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76-896-7 (平裝)  

1.電腦動畫設計 2.微電腦 3.電腦程

式語言  312.8  

人工智慧 : 現代方法 / Stuart Russell, 

Peter Norvig 原著 ; 歐崇明, 時文中, 

陳龍編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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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0708 .-- 72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901-4 (平裝附光碟

片)  

1.人工智慧  312.83  

人工智慧高手書 : 深度學習之識別

及最佳化 / 焦李成等編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576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9-682-4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日本人工智慧感情研究權威的 AI 必

修課 / 坂本真樹著 ; 陳朕疆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26) .-- ISBN 

978-957-8799-45-5 (平裝) NT$280  

1.人工智慧  312.83  

用 TensorFlow 玩轉大數據與量化交

易 / 何海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石數位, 107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43-5 ( 平 裝 ) 

NT$650  

1.人工智慧  312.83  

實戰 Google 深度學習框架 : 使用

TensorFlow / 鄭澤宇, 梁博文, 顧思宇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42-8 (平裝) NT$680  

1.人工智慧 2.演算法  312.83  

學會 TensorFlow 之後呢?最尖端的

21 個夢幻範例實作 / 何之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49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79-685-5 (平裝) NT$580  

1.人工智慧  312.83  

Photoshop CS6 影像處理與特效製作

大補帖 / 通圖文化, 雷劍, 盛秋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0-

241-1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680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電腦影像處理 / 唐日新, 徐敏珠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708 .-- 

272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571-6 (平裝) NT$420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Painter 2016 彩繪寶典 / 馬志玲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755-51-2 (平裝)  

1.Painter(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866  

天文學 

黑洞藍調 : 諾貝爾獎 LIGO 團隊探索

重力波五十年,人類對宇宙最執著的

傾聽 / 珍娜.萊文(Janna Levin)著 ; 胡

小銳, 萬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出 版  : 大 雁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290-7 (平裝) NT$360  

1.宇宙  323.9  

物理 

趣味物理學. 續篇 / 雅科夫.伊西達洛

維奇.別萊利曼著 ; 劉玉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320 面; 

20 公分 .-- (學習高手 ; 118) .-- ISBN 

978-957-11-9840-8 (平裝) NT$400  

1.物理學  330  

輕鬆學物理的第一本書  / 周鑑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前鋒文化, 

10707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0219-9-9 (平裝) NT$300  

1.物理實驗  330.13  

一看就懂的單位圖鑑 / 丸山一彥監

修 ; 荒賀賢二專欄插畫 ; 卓惠娟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709 .-- 104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203-778-2 (精裝)  

1.度量衡  331.8  

流體力學 : 生活中實例之應用 / 王曉

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

訊, 10707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93-1-4 (平裝)  

1.流體力學  332.6  

週期結構中光波的數值計算 / 袁利

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6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0-1 (平裝) NT$350  

1.光學 2.數值分析  336  

電磁干擾防治與量測  / 董光天編

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7 .-- 6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87-1 (平裝)  

1.電磁波  338.1  

化學 

化學丙級學術科解析 / 楊城豪等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708 .-- 320 面; 20X27 公分 .-- ISBN 

978-986-5928-70-4 (平裝)  

1.化學  340  

有關化學的那些事 / 蔡宇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益智館 ; 24) .-

- ISBN 978-986-96179-6-3 ( 平 裝 ) 

NT$220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水質分析檢測及實驗  / 陳昌佑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7 .-- 44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430-424-0 (平裝) NT$400  

1.水 2.分析化學 3.實驗  345.112  

有機化學精要 / Paula Yurkanis Bruice

原著 ; 施增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偉明, 10707 .-- 82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1903-3-6 (平裝)  

1.有機化學  346  

有機金屬化學解題良伴  / 洪豐裕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708 .-- 

415 面; 21 公分 .-- (興大學術系列叢

書) .-- ISBN 978-986-05-6333-7 (平裝) 

NT$600  

1.有機金屬化合物 2.有機化學  

346.6  

精油派對在我家 : Step by step 精油

DIY 超簡單!54 種生活精油一次上手 

/ doTERRA 美商多特瑞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早安健康, 10711 .-- 

152 面; 17X23 公分 .-- (健康生活) .-- 

ISBN 978-986-89906-4-7 ( 平 裝 ) 

NT$399  

1.香精油 2.芳香療法  346.71  

元素週期表 : 圖解元素百科全書 / 湯

姆.傑克森(Tom Jackson)作 ; 張必輝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 10708 .-- 208 面; 23X29 公分 .-- 

ISBN 978-957-8722-32-3 (精裝)  

1.元素 2.元素週期表  348.21  

地質學 

改寫地球史的 25 種石頭故事 : 人類

如何破解地質學上的重大謎團 / 唐

納德.波茲洛(Donald R. Prothero)作 ; 

甘錫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400

面; 17X23 公分 .-- (Alpha ; 32) .-- 

ISBN 978-957-8654-29-7 ( 平 裝 )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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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質學 2.地球科學 3.通俗作品  

350  

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 106 年度 / 經

濟部礦務局土石管理組編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 

10707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15-0 (平裝) NT$360  

1.砂石 2.調查統計  355.6  

生物學 

50 則非知不可的生物學概念 / J. V.

查莫里著 ; 李明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8 .-- 208 面; 20 公分 .-- 

(博雅科普 ; 11) .-- ISBN 978-957-11-

9836-1 (平裝) NT$320  

1.生命科學 2.通俗作品  360  

生物統計學 : 以 EXCEL 為例 / 林美

玲, 邱淑卿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30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29-5 (平

裝) NT$420  

1.生物統計學  360.13  

生物統計學 : 使用 Excel 與 SPSS / 郭

寶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

國際, 107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51-6-3 ( 平 裝 ) 

NT$860  

1.生物統計學  360.13  

圖解生物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作 ; 李千毅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709 .-- 152 面 ; 

19X27 公分 .-- ISBN 978-986-479-520-

8 (精裝) NT$600  

1.生命科學 2.詞典  360.41  

海洋大書 BLUE / 烏瓦爾 .佐梅爾

(Yuval Zommer)作 ; 劉維人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711 .-- 68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203-777-

5 (精裝)  

1.海洋生物 2.通俗作品  366.98  

天然災害防治導論  / 吳瑞賢等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5-6 (平裝)  

1.自然災害 2.意外事故 3.防災工程  

367.28  

基因編輯懸疑史 : 一場"向上帝借用

手術刀"的人類科學大冒險 / 王立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708 .-- 256 面; 16X22

公 分  .-- ( 知 道 的 書 Catch On ; 

HC0087) .-- ISBN 978-957-9689-14-4 

(平裝) NT$350  

1.遺傳工程  368.4  

迎向未來 / 陳幸臣著 .-- 臺北市 : 陳

幸臣, 10708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00-7 ( 平 裝 ) 

NT$150  

1.食品微生物  369.36  

超級細菌 / 汪蕙蘭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揚, 10707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384-5-6 ( 平 裝 ) 

NT$500  

1.細菌 2.抗藥性  369.4  

植物學 

種子圖鑑 : 天上飛、河裡游、偽裝

欺敵搞心機......讓你意想不到的種子

變身小劇場 / 多田多惠子著 ; 嚴可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

遊者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5171-8-8 (平裝) NT$380  

1.種子 2.通俗作品  371.75  

香椿之奧秘 / 香椿研究團隊及同好

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翁慶豐, 

10707 .-- 3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2810-9 (平裝)  

1.經濟植物學 2.香料作物 3.治療學 4.

文集  376.07  

蒼生之椿  / 香椿研究團隊及同好

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翁慶豐, 

10707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2811-6 (平裝)  

1.經濟植物學 2.香料作物 3.治療學 4.

文集  376.07  

生活常見的花草樹木圖典百科 / 耿

世磊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10709 .-- 4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244-2 (平裝)  

1.觀賞植物 2.植物圖鑑  376.11025  

菇的呼風喚雨史 : 從餐桌、工廠、

實驗室、戰場到農田,那些人類迷戀、

依賴或懼怕的真菌與它們的祕密生

活 / 顧曉哲著 ; 林哲緯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10 .-- 204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145-

9 (平裝) NT$480  

1.菇菌類 2.通俗作品  379.1  

動物學 

動物生存高手. 成長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5-3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動物生存高手. 捕獵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2-2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動物生存高手. 極限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4-6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動物生存高手. 繁殖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3-9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動物生存高手. 競合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6-0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動物生存高手. 體型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 , 

10708 .-- 56 面; 23 公分 .-- (生存高手

系列) .-- ISBN 978-957-9250-17-7 (精

裝) NT$350  

1.動物 2.百科全書  380.42  

小熊喬尼 /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

(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 今泉吉晴

編譯解說 ; 游韻馨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200 面; 19 公分 .-- (西頓動

物記 ; 6) .-- ISBN 978-986-359-579-3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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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8  

灰松鼠旗尾 /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

(Ernest Thompson Seton)原著 ; 今泉吉

晴編譯解說 ; 涂紋凰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288 面; 19 公分 .-- (西頓動

物記 ; 4) .-- ISBN 978-986-359-577-9 

(平裝) NT$30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8  

棉尾兔破耳 /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

(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 今泉吉晴

編譯解說 ; 蔡昭儀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200 面; 19 公分 .-- (西頓動

物記 ; 3) .-- ISBN 978-986-359-578-6 

(平裝) NT$25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8  

我們比黑猩猩還聰明? : 從心理測驗

破解迷思,認識演化,向動物學智慧 / 

安柏瑞吉(Ben Ambridge)著 ; 周沛郁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707 .-- 320 面; 21 公分 .-- (科學

天地 ; 161) .-- ISBN 978-986-479-522-

2 (平裝) NT$400  

1.動物心理學 2.比較心理學 3.通俗

作品  383.7  

戀愛動物圖鑑 / 今泉忠明監修 ; 蔣詩

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266-4 (平裝) NT$350  

1.動物行為 2.動物圖鑑 3.通俗作品  

383.7  

海龜之生 / Shou Yi 文.圖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海龜之生, 10710 .-- 

9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804-0-0 (精裝)  

1.龜 2.自然保育 3.繪本  388.791  

我的狗鼻子 : 跟著狗嗅世界,打破人

類對氣味的理解限制 / 亞歷山德拉.

霍洛維茨(Alexandra Horowitz)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709 .-- 320 面; 23 公

分 .-- (休閒生活區 ; 2) .-- ISBN 978-

986-96680-2-6 (平裝)  

1.犬科 2.鼻 3.嗅覺 4.動物心理學  

389.812  

人類學 

諸神的奴隸 / 麥可.泰倫哲(Michael 

Tellinger)著 ; 王敏雯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一中心, 10709 .-- 8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45-8-7 (平裝)  

1.人類起源 2.人類演化 3.基因工程 4.

文明  391  

末日松茸 : 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

生 活 可 能  / 安娜 .羅文 豪 普特 . 秦

(Anna Lowenhaupt Tsing)著 ; 謝孟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654-28-0 

(精裝) NT$570  

1.人類生態學 2.經濟發展  391.5  

外科醫生與瘋狂大腦決鬥的傳奇 : 

神經學奇案 500 年,世界最古怪病症

的不思議之旅 / 山姆.肯恩(Sam Kean)

著 ;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416 面; 21 公分 .-

- (科普漫遊 ; FQ1052) .-- ISBN 978-

986-235-690-6 (平裝) NT$480  

1.腦部 2.生理心理學 3.神經學  

394.911  

人體迷宮 / 派糖童書編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708 .-- 52

面; 38 公分 .-- (兒童智慧百科解謎

書) .-- ISBN 978-986-491-192-9 (精裝) 

NT$499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基礎生理與老化 / 樓迎統等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707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505-2-6 (平裝)  

1.人體生理學  397  

神奇的鈣 /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 修

訂二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10 .-- 19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4-2 (平裝)  

1.鈣 2.營養  399.2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生活科技 / 王力行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9 .-- 256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430-

431-8 (平裝) NT$255  

1.生活科技  400  

醫藥 

真情轉運站 / 譚慶鼎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譚慶鼎, 10707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5803-8 (精裝) 

NT$320  

1.醫學 2.文集  410.7  

近世中醫外科反常手術之謎 / 李建

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 

10708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7-2 (精裝)  

1.中醫史 2.外科  410.92  

歷代帝王職災報告 / 何乃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763-3-5 (平裝) NT$320  

1.中國醫學史 2.中國史  410.92  

40 歲起,打造不疲累的身體和不屈服

的心 / 葛西紀明著 ; 呂雅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Happy body ; 175) .-- 

ISBN 978-986-136-518-3 ( 平 裝 ) 

NT$280  

1.健康法 2.養生  411.1  

如果身體會說話 : 身體是如何運作

與維持,了解自我身體的趣味實用指

南 / 詹姆斯.漢布林(James Hamblin)

作 ; 陳淮安, 高筱婷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0709 .-- 384 面; 21 公

分 .-- (勁草生活 ; 441) .-- ISBN 978-

986-443-483-1 (平裝) NT$400  

1.健康法 2.生活指導  411.1  

別再相信錯誤的健康常識 : 日本人

氣醫師教你破除健康迷思 / 石原藤

樹作 ; 王慧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9 .-- 17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0-247-3 (平裝)  

1.健康法 2.保健常識  411.1  

丹田呼吸健康大全集 / 健康人生研

究會主編 .-- 修訂二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10 .-- 4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3-5 (平

裝)  

1.呼吸法  411.12  

美臀瑜伽 : 打造 100％回頭率好身材 

/ 北村エミ作 ; 陳燕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68-0 

(平裝)  

1.瑜伽  411.15  

瑜珈陪伴我成長 : 明天更美好 / 阿查

里亞.博克里希納(Acharya Balkrishna)

作 ; The Yellow Coi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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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t. Ltd.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

文化, 107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8-292-1 ( 平 裝 ) 

NT$350  

1.瑜伽 2.兒童教育  411.15  

活化左右腦的素描練習 : 科學實證

素描能增強記憶力、專注力、觀察

力,幫你預防健忘、失智、老化 / 朝

田隆, 藝術造型研究所著 ; 游韻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709 .-- 96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

列 ; 117) .-- ISBN 978-957-8950-54-2 

(平裝) NT$350  

1.健腦法 2.素描 3.繪畫技法  411.19  

不藥而癒 : 生酮飲食救命實證全書 / 

王群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7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1-2 (平裝) NT$420  

1.健康飲食  411.3  

生酮飲食聖經. 食譜篇 / 雅各.威爾森

(Jacob Wilson), 萊 恩 . 羅 力 (Ryan 

Lowery)合著 ; 郭珍琪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9 .-- 160 面 ; 

17X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25) .-- 

ISBN 978-986-443-498-5 ( 平 裝 ) 

NT$350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生酮飲食聖經. 實踐篇 / 雅各.威爾森

(Jacob Wilson), 萊 恩 . 羅 力 (Ryan 

Lowery)合著 ; 郭珍琪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9 .-- 392 面 ; 

17X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24) .-- 

ISBN 978-986-443-499-2 ( 平 裝 ) 

NT$499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無敵點心製造機 / 日本小學館編輯

撰文 ; 藤子.F.不二雄漫畫 ; 林姿萱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9 .-- 

192 面; 21 公分 .-- (哆啦 A 夢科學任

意門 ; 17) .-- ISBN 978-957-32-8344-7 

(平裝) NT$280  

1.食物 2.漫畫  411.3  

實用營養學 / 蔡秀玲等合著 .-- 八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709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

501-8 (平裝) NT$420  

1.營養學  411.3  

營養學概論 / 蔡秀玲等合著 .-- 七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709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

503-2 (平裝) NT$375  

1.營養學  411.3  

讓阿育吠陀重啟消化力 : 通暢淋巴

系統、完全消化麩質和乳製品 / 約

翰.杜亞爾(John Douillard)著 ; 周佳欣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

版  : 九歌發行 , 10709 .-- 352 面 ; 

15X21 公分 .-- (i 健康 ; 39) .-- ISBN 

978-986-96320-7-2 (平裝) NT$400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別讓血糖坐雲霄飛車 : 改變人生的

一週斷醣計畫 / 麻生怜未著 ; 吳佩俞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9 .-- 

192 面; 16X23 公分 .-- (知的! ; 143) .-

- ISBN 978-986-443-481-7 ( 平 裝 ) 

NT$320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7  

手指體操 : 動動手指不失智!活到

100 歲都頭腦明晰 / 白澤卓二監修 ; 

夏淑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養沛

文 化 館 出 版  : 雅 書 堂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128 面 ; 15X21 公 分  .-- 

(SMART LIVING 養 身 健 康 觀  ; 

116) .-- ISBN 978-986-5665-62-3 (平裝) 

NT$320  

1.運動健康 2.手指  411.7  

*律動唐詩防痴健身禪 / 吳輝榮, 尤

金瑞編撰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 

107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77-2-3 (平裝) NT$360  

1.健身操 2.運動健康  411.711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強膝健骨養生功 : 

國家級教練教你一日 10 分鐘,關節

不退化、骨質不疏鬆、肌肉不萎縮 / 

李筱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

人, 10709 .-- 176 面; 17X22 公分 .-- 

ISBN 978-986-96486-0-8 ( 平 裝 ) 

NT$320  

1.健身操 2.運動健康 3.中老年人保

健  411.711  

專業的健身教練對你很重要 / Dr.S

運動先生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10708 .-- 192 面; 

17X23 公分 .-- (頑媄 ; 9) .-- ISBN 978-

986-96706-2-3 (平裝) NT$38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想要活到老走到老,只要深蹲就可以 

/ 小林弘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

類智庫數位科技, 10708 .-- 1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427-

7 (平裝)  

1.健身運動  411.711  

運動不是為了瘦!肌力女神與妳用健

身寵愛自己 : 隨時隨地都能練的 25

招、全方位保養,輕鬆找回最佳狀態 

/ Anni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0709 .-- 160 面; 17X23 公分 .-- 

(嬉生活 ; 133) .-- ISBN 978-986-361-

582-8 (平裝)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關節可動範圍伸展&訓練事典 / 中里

賢一, 奈良信雄作 ; 蔡婷朱翻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 

107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178-1 (平裝) NT$380  

1.健身運動 2.運動健康  411.711  

超奇效心率健走法 / 青山剛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7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6104-9-0 (平裝) NT$280  

1.健行 2.運動健康  411.712  

自己的睡眠自己救 : 如何應用睡眠

醫療科技營造優質睡眠 / 江秉穎著 ; 

江旻苹採訪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3-7499-4 ( 平 裝 ) 

NT$25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SACA 殺卡路里-熱量科學減重法 : 

吃不胖才是減肥王道! / 辛紹祺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萬 靈 丹 科 技 , 

10708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54-0-6 (平裝) NT$300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照著吃,每 3 天瘦 2.5 公斤 : 一個月

吃 3 天,12 個月減重菜單+飲水、點

心、外食黃金法則,照做的人都瘦了! 

/ <<Super Recipe>>月刊誌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 10709 .-- 236 面 ; 

19X26 公分 .-- (三采健康館 ; 125) .-- 

ISBN 978-957-658-036-9 ( 精 裝 ) 

NT$420  

1.減重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1.94  

台灣的明天 : 醫療、健康與社會變

遷的思考 / 彭宗平, 李知昂, IC 之音

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40-9 (平裝) NT$450  

1.健康醫療業 2.臺灣社會 3.文集  

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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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研究 / 賴國毅, 萬春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81-5 

(平裝) NT$300  

1.醫療服務 2.健康保險 3.老年 4.中

國  412.12  

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評估 : 低效益

醫療之探討 / 論壇「醫療資源使用

之效益評估-低效益醫療之探討」委

員會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國

家衛生研究院, 107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41-9 (平

裝) NT$250  

1.衛生政策 2.醫療資源 3.臺灣  

412.133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中藥註冊登記輔

導指引 / 黃怡超, 孫智麗, 莊武璋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708 .-- 11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8-2 (平裝) NT$100  

1.中醫藥管理 2.新加坡 3.馬來西亞  

412.2  

公共衛生法 / Lawrence O. Gostein, 

Lindsay F. Wiley 著 ; 蘇玉菊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696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86-6 (平裝) NT$780  

1.衛生法規  412.21  

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 / 鈴

木哲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7 .-- 29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2-5 (平裝) NT$360  

1.醫事法規 2.日據時期 3.臺灣  

412.21  

醫療問題與生命法學 / 廖又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亞東技術學院 , 

10707 .-- 26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669-1-6 (平裝)  

1.醫事法規 2.個案研究  412.21  

連醫生都害怕的黑時間 : 心肌梗塞、

氣喘、高血壓......這些疾病都有好發

時間,只要懂得因應,不只能延長健康

壽命、更能保護家人 / 石黑源之作 ; 

陳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0710 .-- 224 面; 15X21 公分 .-- 

(Easy ; 67) .-- ISBN 978-957-9164-58-0 

(平裝) NT$320  

1.預防醫學 2.健康法 3.生理調節  

412.5  

職業衛生 / 蕭森玉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708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95-862-9 (平裝) 

NT$380  

1.職業衛生  412.53  

環境與健康 / 洪玉珠等合著 .-- 七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708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

499-8 (平裝) NT$380  

1.環境衛生 2.環境汙染 3.環境生態

學  412.7  

黃帝內經與聖經 / 孫暎奎作 ; 徐國明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217-7 (精裝)  

1.內經 2.聖經 3.中醫  413  

養孕 : 186 道真食藥膳,中西醫聯手

教你吃對好食物,用食養為身體打底,

孕養好了,身體也好了 / 陳曉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 

107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200-3-1 (平裝) NT$499  

1.中醫 2.婦女健康 3.藥膳 4.中西醫

整合  413  

黃帝內經 / 佚名原典 ; 朱斐譯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709 .-- 540 面; 15X21 公分 .-- (百家

經典) .-- ISBN 978-986-96269-4-1 (平

裝)  

1.內經 2.中醫典籍 3.養生  413.11  

四季排濕聖經 : 藥膳食療 X 經絡按

摩 X 養身瘦身,彭溫雅醫師教你對抗

水腫重現健康曲線 / 彭溫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8 .-- 

192 面; 17X22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160-2 (平裝) NT$380  

1.中醫 2.養生 3.減重  413.21  

小心「肝」 : 別讓錯誤的飲食和生

活習慣「爆」了你的肝 / 胡維勤編

著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7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611-84-2 (平裝)  

1.肝病 2.食療 3.食譜  413.344  

崔扣獅老中醫肝癌治療經驗 / 崔扣

獅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709 .-- 286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

健站 ; 91) .-- ISBN 978-986-346-220-0 

(平裝) NT$330  

1.肝癌 2.中醫 3.辨證論治  413.344  

臺北漢唐經方論壇 : 醫案發表實錄. 

第二屆 / 漢唐經方推廣協會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漢唐中醫診所,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66-1-8 (精裝) NT$650  

1.中醫治療學 2.病例 3.文集  

413.807  

圖解刮痧拔罐艾灸袪病養生 / 于天

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光, 

107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977-7-7 (平裝) NT$300  

1.刮痧 2.拔罐 3.艾灸  413.9  

董氏奇穴與十四經穴臨證治驗 / 楊

朝義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

化, 10709 .-- 399 面; 21 公分 .-- (休閒

保健叢書 ; 45) .-- ISBN 978-986-5734-

86-2 (平裝附影音光碟) NT$480  

1.針灸 2.經穴  413.91  

3D 圖解穴道淋巴按摩按對最有效 / 

加藤雅俊作 ; 謝承翰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708 .-- 160

面; 26 公分 .-- 大字版 .-- ISBN 978-

986-96730-0-6 (平裝) NT$420  

1.按摩 2.經穴  413.92  

足療法 / 行本昌弘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710 .-- 160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957-8842-14-

4 (平裝)  

1.按摩 2.穴位療法 3.腳  413.92  

睡前 3 分鐘足部按摩疲勞 BYE! : 46

種腳底點穴 X 刮痧 X 反射區按摩技

巧,遠離到處痛的大小毛病 / 出色文

化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708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394-5-3 ( 平 裝 ) 

NT$260  

1.按摩 2.穴位療法 3.腳  413.92  

易筋洗髓功 / 莊豐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元神館,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亂世系列 ; 2) .-- ISBN 978-

986-6465-36-9 (平裝) NT$250  

1.氣功 2.健康法  413.94  

吃法決定活法. 3 / 陳允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3-7489-5 (平裝) NT$350  

1.食療 2.養生  413.98  

中藥炮製學 / 賈天柱主編 .-- 第 2

版 .-- 臺北市 : 文光, 10707 .-- 4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5977-8-

4 (平裝) NT$720  

1.中藥炮製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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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方決定版 : 在藥房能購買的 210

種中醫處方完全解說 / 花輪壽彥監

修 ; 李曉雯, 張晉菁譯 .-- 三版 .-- 新

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7 .-- 432 面; 15X21 公分 .-- (健康

大 百 科  ; 4002) .-- ISBN 978-986-

96726-1-0 (平裝) NT$499  

1.中藥方劑學 2.中西醫整合  414.6  

快速又有效的女人疾病小偏方 / 土

曉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0709 .-- 288 面; 23 公分 .-- 

(一生養生計畫 ; 35) .-- ISBN 978-986-

5756-89-5 (平裝)  

1.偏方 2.婦科  414.65  

化知識為行動 : GRADE 於系統性文

獻回顧與臨床指引之應用 / 陳耀龍

等原著 ; 刁茂盟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碩亞數碼科技出版 ; 臺北市 : 

考科藍臺灣中心發行, 10707 .-- 192

面 ;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

90988-5-4 (平裝) NT$400  

1.臨床醫學 2.管理資訊系統  

415.029  

實用病理學 / 尹莘玲等合著 .-- 五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7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502-5 (平裝) NT$750  

1.病理學  415.1  

最新英文病歷的正確寫法 / 羽白清

原著 ; 蔡禕凌, 彭鼎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708 .-- 5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68-247-9 (平裝)  

1.病歷  415.206  

放射線學快速上手 : 臨床案例判讀

解析 / Shahid Hussain, Sherif A. A. 

Latif, Andrian D. Hall 原著 ; 陳煥武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7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

248-6 (平裝)  

1.放射線醫學 2.放射線診斷  

415.216  

CPROX1st and AED 純氧急救及心臟

去顫 : 基礎救生常識課程 / Warren L. 

Smith 作 ; 方景翰中文編譯 .-- 嘉義

市 : 捷你爾, 10709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936-9-0 (平裝)  

1.急救 2.心肺復甦術 3.體外電擊  

415.22  

急診醫學 / 侯重光, 施信嶔, 黃獻皞

總編輯 ; 顏鴻章主編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金名圖書, 10707 .-- 65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640-89-

7 (平裝) NT$800  

1.急診醫學  415.22  

一用就靈 :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

糖三高特效療法 / 孫呈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709 .-- 

208 面; 21 公分 .-- (醫學健康館 ; 

16) .-- ISBN 978-986-96357-4-5 (平裝) 

NT$280  

1.高血壓 2.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3.糖

尿病 4.保健常識  415.382  

血壓的科學健康全書 : 全面揭露心

血管奧祕,從測量、預防到控制,遠離

中風、失明、腎衰竭的生命威脅 / 

毛利博著 ; 汪欣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0708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73-8-0 (平裝) 

NT$300  

1.高血壓 2.保健常識  415.382  

吞嚥力 : 讓你遠離體力衰退、免疫

力下降、意外窒息與吸入性肺炎 / 

浦長瀬昌宏著 ; 陳光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

行, 10707 .-- 14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38-3-0 ( 平 裝 ) 

NT$360  

1.吞嚥困難  415.51  

救救胃痛 / 小林敏盛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奇点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17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316-2-4 (平裝) NT$320  

1.胃疾病 2.健康法  415.52  

糖尿病一定有救 / 內場廉作 ; 楊孟芳

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710 .-- 224 面; 15X21 公分 .-- (健康

樹系列 ; 116) .-- ISBN 978-957-8950-

55-9 (平裝) NT$280  

1.糖尿病  415.668  

腦中風指南 / 崔源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36-

1 (平裝) NT$320  

1.腦中風 2.保健常識  415.922  

不失記憶的藏庫密碼 / 何豐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豐群生技, 10709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2-0-2 (平裝) NT$360  

1.失智症 2.健康飲食 3.健康照護  

415.934  

失智症照護指南 / 邱銘章, 湯麗玉合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08 .-- 256 面; 23 公分 .-- (Dr. Me

健康系列 ; 86Y) .-- ISBN 978-986-

96153-8-9 (平裝) NT$40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活化大腦益智題 : 大腦動一動、預

防失智症! / 杜婉茹等合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40-

8 (平裝) NT$320  

1.失智症 2.健腦法  415.934  

生存的哲學 / 岡田尊司作 ; 黃薇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787-45-2 (平裝) NT$320  

1.精神醫學 2.人生哲學 3.通俗作品  

415.95  

司法精神醫學 : 刑事法學與精神醫

學之整合 / 張麗卿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709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7-98-9 ( 精 裝 ) 

NT$480  

1.司法精神醫學  415.9512  

自閉症活動手冊 : 藉由活動幫助孩

童 交 友 、 溝 通 和 學 習 生 活 技 巧  / 

Catherine Pascuas 著 ; 陳美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708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40-2 

(平裝) NT$20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415.988  

自閉症譜系障礙 : 理解與日常實踐 / 

Ingrid Ruhrmann 等合著 ; 何品翻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人智, 10707 .-- 240

面; 15X21 公分 .-- (教養系列 ; 4) .-- 

ISBN 978-986-96683-1-6 ( 平 裝 ) 

NT$290  

1.自閉症  415.988  

放手讓你去上學 : 亞斯兒的教養祕

訣 / 王意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瓶文化,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

分 .-- (Catcher ; 94) .-- ISBN 978-986-

406-127-3 (平裝) NT$300  

1.亞斯伯格症 2.親職教育  415.988  

自己的腰痛,自己救! : 骨科名醫傳授

22 種運動 X6 動作 X5 姿勢,任何腰

部不適都能解除 / 久野木順一監修 ; 

林曜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你

好, 107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019-3-1 (平裝) NT$320  

1.腰 2.脊椎病 3.姿勢 4.運動健康  

41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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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登山膝部保健教本 : 日常保養、

伸展拉筋、肌力訓練與傷痛處置 / 

小林哲士著 ; 蘇暐婷譯 .-- 臺北市 : 

旗標, 107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2-544-0 ( 平 裝 ) 

NT$300  

1.膝痛 2.健康法 3.登山  416.618  

讓膝關節不老的自我保健療法 / 郝

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 

10708 .-- 192 面; 17X23 公分 .-- (實用

生活 ; 42) .-- ISBN 978-986-95982-4-8 

(平裝) NT$280  

1.膝痛 2.保健常識  416.618  

視覺光學 / 林煒富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45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5-

6 (平裝) NT$450  

1.驗光 2.視力  416.767  

隱形眼鏡實務 / Nathan Efron 著 ; 陳

木星翻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 10708 .-- 500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986-96221-8-9 (平裝)  

1.隱形眼鏡  416.767  

鼻過敏不要不要! / 賴盈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1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42-2 (平裝) NT$349  

1.過敏性鼻炎  416.8721  

診間裡的女人 : 婦產科女醫師從身

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 / 林

靜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7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456-7-9 (平裝) NT$360  

1.婦產科 2.通俗作品  417  

更年期機密檔案  / 塔拉 .歐曼(Tara 

Allmen)作 ; 陳莉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80-

4 (平裝)  

1.更年期 2.婦女健康  417.1  

抗癌小跪婦的 30 封信 / 鋼鐵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35-4 (平裝) NT$320  

1.癌症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7.8  

這樣做,癌症治療更有效! : 第一名腫

瘤科醫師告訴你抗癌、與癌共生的

秘密 / 賴易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709 .-- 240 面; 17X23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74) .-- ISBN 978-

986-136-517-6 (平裝)  

1.癌症 2.中西醫整合  417.8  

遏阻癌細胞 : 植物療法新視野、抗

癌食譜 100+道  / 劉漢新 (Benjamin 

Lau), 王守美(Esther Lau)作 ; 李秀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 10710 .-- 

370 面; 21X26 公分 .-- (健康 ; 18) .-- 

ISBN 978-986-6314-82-7 ( 平 裝 ) 

NT$450  

1.癌症 2.食療 3.食譜  417.8  

你不知道的藥物真相 / 宇多川久美

子編 ; 王懷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 生 活 文 創 , 10709 .-- 176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842-13-

7 (平裝)  

1.化學治療 2.藥學  418  

在家陪長輩做運動! / 毛琪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1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41-5 (平裝) NT$349  

1.復健醫學 2.老人 3.運動健康  

418.92  

允許自己痛,更要好好過 : 運動療癒

12 週練習 / 蜜雪兒.史丹克鮑加德

(Michelle Steinke-Baumgard)著 ; 陳正

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336 面; 

15X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13) .-- 

ISBN 978-986-96726-2-7 ( 平 裝 ) 

NT$420  

1.運動療法 2.心理治療 3.心身醫學  

418.934  

圖解生理疾患與職能治療 / 坪田貞

子編集 ; 李銘崴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7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249-3 (平裝)  

1.職能治療  418.94  

撫觸療法的康復力量 / 山口創作 ; 曾

沛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08 面; 15X21 公分 .-- (生活

健康 ; B443) .-- ISBN 978-957-8799-

43-1 (平裝) NT$280  

1.心靈療法  418.98  

表達性治療連續系統 : 用藝術於治

療中的理論架構 / Lisa D. Hinz 著 ; 

金傳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

化, 10709 .-- 30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38-2-4 ( 平 裝 ) 

NT$350  

1.藝術治療  418.986  

女巫阿娥的居家香草保健萬用書 / 

阿娥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708 .-- 33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23-

6 (平裝) NT$520  

1.芳香療法 2.香料作物 3.香精油  

418.995  

用點滴全面抗老化 / 柳澤厚生作 ; 

Mira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米拉雲

先進技術, 10707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6725-0-4 ( 平 裝 ) 

NT$450  

1.另類療法 2.注射 3.老化  418.995  

植物在說話 : 居家好運芳療 / 曾鈺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商資源國際, 

臺商國際傳媒, 10708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100-9-6 (平

裝) NT$36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一起.為我們的家 : 22 個縣市的社區

影像書 / 衛生福利部主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7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4-

9 (平裝)  

1.社區衛生服務 2.社區發展 3.社區

工作  419.333  

職業健康服務 / 傅還然等編著 .-- 臺

中市 : 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 

10707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55-0-5 (平裝) NT$400  

1.職業健康護理  419.7  

長期照顧概論 / 馮燕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2-1 

(平裝) NT$500  

1.長期照護  419.71  

內外科護理技術 / 翁淑娟等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 

10707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23-3 (平裝)  

1.內外科護理  419.82  

老人護理學 / 胡月娟等編著 .-- 第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61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430-428-8 (平裝) NT$600  

1.老年護理  419.824  

人生最後的期末考 : 生命自主,為自

己預立醫療決定 / 朱為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Live & learn ; 46) .-- 

ISBN 978-986-477-514-9 ( 平 裝 )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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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寧照護 2.生死學  419.825  

優雅的告別 : 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

惠還是折磨? / 肯.修曼(Ken Hillman)

著 ; 王念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 10709 .-- 296 面; 21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165-7 (平

裝) NT$360  

1.醫療服務 2.生命終期照護 3.死亡  

419.825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 黃宣宜等編

著 .-- 10 版 .-- 臺北市 : 永大, 10708 .-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116-9-5 (平裝) NT$760  

1.精神科護理  419.85  

社區衛生護理學 / 陳美燕等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708 .-- 

76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5650-0-4 (平裝附光碟片)  

1.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家事斷捨離 : 斷捨離大師教你捨棄

收納、簡化家務,從此家事變輕鬆! / 

山下英子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710 .-- 20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404-5 (平裝) NT$29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家政教育與生活素養 / 葉至誠, 葉立

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708 .-- 220 面; 16X23 公分 .-- (實踐

大學數位出版合作系列)(社會科學

類 ; PF0236)(健康網 ; 7) .-- BOD 版 .-

- ISBN 978-986-96186-6-3 ( 平 裝 ) 

NT$350  

1.家政教育  420.3  

人人都能學會錢包防衛術全圖解 : 

每月多存 5000 元 / <<Smart 智富>>

真.投資研究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10709 .-- 

200 面; 23 公分 .-- (人人都能學會 ; 

10) .-- ISBN 978-986-96506-4-9 (平裝) 

NT$249  

1.儲蓄 2.家計經濟學 3.個人理財  

421.1  

照明魔法 / 村角千亞希作 ; 李璦祺

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

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7 .-- 1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80-055-1 ( 平 裝 ) 

NT$450  

1.照明 2.燈光設計 3.室內設計  

422.2  

櫥櫃風格解剖書 / 游淑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708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6475-1-9 (平裝) NT$380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櫥  422.34  

一輩子只要做一次的徹底收納 : 依

照生活動線 x 拿取頻率做規劃,打造

「不特地收就整齊」的居家空間 / 

本多さおり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710 .-- 11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03-8 (平裝) NT$29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餐飲空間設計聖經 / 漂亮家居編輯

部作 .-- 2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08 面; 18X25 公分 .-- (Ideal business ; 

03X) .-- ISBN 978-986-408-407-4 (平

裝) NT$450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餐廳  

422.52  

日本式建築改造法 / 田園都市建築

家之會作 ; 朱炳樹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7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

054-4 (平裝) NT$750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家庭佈置  

422.9  

透明系大人彩妝 : 從保養到上妝,自

己打造無齡美肌 / 田中亞希子作 ; 呂

沛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62-8 (平裝)  

1.美容  425  

每日 3 分半,小顏.逆齡全方位臉部體

操 / 間間田佳子作 ; 賴又萁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 

10708 .-- 6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133-9 ( 平 裝 ) .-- ISBN 

978-986-371-134-6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1.皮膚美容學 2.瑜伽  425.2  

時尚整體造型彩妝畫 / 連禾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63-

897-0 (平裝)  

1.化粧術  425.4  

150 款風靡日韓的指尖時尚,可愛又

簡單!光療凝膠 x 一般指甲油 x 手足

保養 / 根本佐和子著 ; 卓文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8 .-- 

144 面; 19X22 公分 .-- ISBN 978-957-

8787-48-3 (平裝) NT$300  

1.指甲 2.美容  425.6  

清新風格 花草植物刺繡圖案集 / 淺

賀菜緒子作 ; 許倩珮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75-755-8 (平

裝)  

1.刺繡 2.手工藝 3.圖案  426.2  

時尚編織.我的風格手拿包 / 主婦與

生活社編著 ;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708 .-- 68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55) .-- ISBN 978-

986-302-446-0 (平裝) NT$35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潘妮的拼布編織生活手作 / 潘妤瑩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707 .-- 12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34-2-9 (平裝)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蓬蓬貓咪毛線球 / 佐藤法雪作 ; 邱婉

婷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

聯文化發行, 10708 .-- 96 面; 19X26

公分 .-- (愛生活 ; 69) .-- ISBN 978-

986-96768-0-9 (平裝)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Patchwork 拼布教室. 11 : 夏至の幸福,

花的手作戀習 : 拼布人的甜蜜手作

包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

文化, 10708 .-- 112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11) .-- ISBN 

978-986-302-443-9 (平裝) NT$3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小尺寸 x 大實用!柴田明美の小可愛

拼布 : 43 款日常手作布小物 x 收納

包全創作 / 柴田明美著 ; 楊淑慧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 

10708 .-- 96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學 ; 

36) .-- ISBN 978-986-302-445-3 (平裝) 

NT$45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天天用得到的 100 個手作環保袋+實

用小包包 : 專為「購物、出遊、日

常」設計,手縫、縫紉機均可,詳細圖

解+原寸紙型光碟=實用包袋珍藏版 

/ 楊孟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

文化, 10708 .-- 240 面; 24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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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 ; 53) .-- ISBN 978-986-96718-2-

8 (平裝附影音光碟) NT$45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作個包寵自己!經典款日常手作包 / 

BOUTIQUE-SHA 著 ; 莊琇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708 .-- 

96 面; 24X30 公分 .-- (FUN 手作 ; 

126) .-- ISBN 978-986-302-442-2 (平裝) 

NT$35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Aloha 療癒 夏威夷花環 / 樊彥伶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2-

9 (平裝) NT$42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77  

超可愛手作課!輕鬆手縫 84 個不織

布造型偶 / たちばなみよこ著 ; 林睿

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

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708 .-- 96 面; 

21X26 公分 .-- (趣.手藝 ; 87) .-- ISBN 

978-986-96655-0-6 (平裝) NT$300  

1.玩具 2.手工藝  426.78  

食物製備 :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

常識 / 施明智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710 .-- 480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788-1 (平裝)  

1.烹飪 2.食物 3.營養  427  

鹽、脂、酸、熱 : 圖解廚藝四大基

礎元素,掌握世界經典美食與創新料

理 的 美 味 祕 訣  / 莎 敏 . 若 斯 拉 特

(Samin Nosrat)著 ; 黃貞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484

面; 19X24 公分 .-- (食之華 ; 27) .-- 

ISBN 978-986-459-148-0 ( 平 裝 ) 

NT$1280  

1.烹飪 2.食譜  427  

日日三餐,早.中.晚 / 葉怡蘭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709 .-- 

352 面; 17X23 公分 .-- (葉怡蘭的日

常 ; 365) .-- ISBN 978-986-95611-6-7 

(平裝)  

1.飲食 2.食譜 3.文集  427.07  

食遇美國 : 固執台妹的異鄉冒險 / 

Corrinn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力得

文化, 10708 .-- 160 面; 15X21 公分 .-- 

(好心情 ; 6) .-- ISBN 978-986-96448-1-

5 (平裝) NT$350  

1.飲食 2.文集  427.07  

*廚房再也不麻煩 : 菜單、採買、烹

調、整理、收納,不費力快速搞定廚

房事 / 足立洋子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7 .-- 224 面; 15X21 公分 .-- (生活

方舟 ; 4021) .-- ISBN 978-986-96726-

0-3 (平裝) NT$320  

1.飲食 2.烹飪 3.文集  427.07  

Annie 的 100 道 / Anni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 聯合發

行, 10708 .-- 240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73) .-- ISBN 978-986-96369-

8-8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RIZAP 專業打造 2 週究極低醣減重

食譜 / RIZAP 監修 ; 黃嫣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128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

475-764-0 (平裝)  

1.食譜 2.減重  427.1  

一日的幸福早餐 / 小田真規子, 大野

正人作 ; 林以庭翻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 , 10707 .-- 144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787-40-

7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  

下酒食.微醺時 : 今天的下酒菜是什

麼?100 種有品味的私房料理 / 池銀

暻著 ; 譚妮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橙實文化, 10709 .-- 240 面; 17X22 公

分 .-- (Orange taste ; 13) .-- ISBN 978-

986-96359-7-4 (平裝)  

1.食譜  427.1  

今天開始「愛上早餐」 : 51 款可愛

造型餐,讓孩子搶著說「想吃!」,視

覺、味蕾、營養大滿足! / 劉娟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710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402-1 (平裝) NT$360  

1.食譜  427.1  

冰箱常備食材料理百科 / 韓銀子, 宋

芝炫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709 .-- 320 面; 23 公

分 .-- (生活樹系列 ; 64) .-- ISBN 978-

957-8950-56-6 (平裝) NT$399  

1.食譜 2.烹飪  427.1  

冷拌、熱炒、醃漬小菜 108 : 自家天

天食用、可當常備菜,省時省力,菜色

多變化 / 郭月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 10707 .-- 136 面; 24 公

分 .-- (Cook50 ; 176) .-- ISBN 978-986-

96718-1-1 (平裝) NT$360  

1.食譜  427.1  

廚師劇場 : 北方菜 / 郭木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707 .-- 

19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364-126-1 (平裝) NT$450  

1.食譜 2.中國  427.11  

大英暗黑料理大全 : 烤孔雀、活蛙

派、煎腦渣,和妓女的屁! : 揭祕 100

道歷史上驚人暢銷食譜 / Peter Ross

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709 .-- 174 面; 21 公分 .-- (圖

解) .-- ISBN 978-957-08-5161-8 (平裝)  

1.食譜 2.英國  427.12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 華立編委會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709 .-- 32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784-784-3 (平裝)  

1.烹飪 2.食譜  427.12  

饗宴,完美的一餐 : 主廚與他的美味

私提案 / 陳之穎, 凱恩, 陳柔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木文化, 10707 .-- 

1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4850-9-8 (平裝) NT$400  

1.食譜 2.烹飪  427.12  

米其林一星「銀座久兵衛」的壽司

技法全書 / 今田洋輔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5-

761-9 (精裝)  

1.食譜 2.日本  427.131  

*美味台灣菜 : 138 道傳統美味與流

行創業小吃 / 傅培梅, 程安琪, 陳盈

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7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25-4 (平裝) NT$548  

1.食譜 2.小吃 3.臺灣  427.133  

我愛百變三明治 / 坂田阿希子著 ; 陳

美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107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375-9-6 (平裝)  

1.速食食譜  427.14  

BOWL CAKES 圓頂小蛋糕 / 黑川愉

子作 ;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其 書 房 出 版  : 邦 聯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03) .-- ISBN 978-986-96375-8-9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Pull Apart Bread 分撕麵包 / 荻山和也

作 ;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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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709 .-

- 80 面; 19X26 公分 .-- (悅滋味 ; 

104) .-- ISBN 978-986-96768-1-6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寺 井 則 彥 PÂTISSERIE AIGRE 

DOUCE 味之美學 / 寺井則彥作 ; 王

雪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

化, 10708 .-- 248 面; 22X27 公分 .-- 

(Master ; M14) .-- ISBN 978-986-

96205-1-2 (精裝) NT$1200  

1.點心食譜  427.16  

夾心巧克力的魔法饗宴 / 熊谷裕子

作 ;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 107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260-2 ( 平 裝 ) 

NT$350  

1.點心食譜 2.巧克力  427.16  

法式可麗餅&薄餅 / 柳瀨久美子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8 .-

- 128 面; 19X26 公分 .-- (黑貓廚房 ; 

55) .-- ISBN 978-986-96763-0-4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典藏英國甜點 / 羽根則子編著 ; 賴惠

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2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01-259-6 (精裝) NT$600  

1.點心食譜 2.英國  427.16  

食在幸福 : 手做好滋味,外食也安心 / 

凌尒尒, 張瑀庭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開企, 10708 .-- 4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41-7-4 ( 平 裝 )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旅居巴黎料理人的零失敗甜點 / え

もじょわ作 ; 卓惠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64-458-1 (平

裝)  

1.點心食譜  427.16  

旅法甜點專家的手作甜塔 : 不用醒

麵 x 免入模 x1 種塔皮創意變化 / 田

中博子著 ; 陳凱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8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5-763-3 (平

裝)  

1.點心食譜  427.16  

馬芬與比司吉 : 運用天然食材做出

美味的 15 種特色馬芬 X21 種特色比

司吉 / おおつぼほまれ著 ; 童小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9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5-767-1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析 

/ 吳青華, 王俊勝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9 .-- 4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8-

7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烘焙達人的美味甜點 / 獨角仙@藍

色大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

文創, 10707 .-- 12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21-1-6 ( 平 裝 ) 

NT$300  

1.點心食譜  427.16  

烘 焙 聖 經  / Naphatraphi Luangkul, 

Sawaminee Nuankhaekul 作 ; 徐海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709 .-- 19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132-2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陳永信世界麵包冠軍技法 : 傳統法

國、有機天然酵母、健康營養、維

也納、文化特色、三明治、藝術麵

包,雙料冠軍親授示範世界大賽指定

配方與技巧,邁向專業職人的必備工

具書 / 陳永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9 .-- 176 面; 28 公分 .-- 

(食之華 ; 26) .-- ISBN 978-986-459-

146-6 (平裝) NT$880 .-- ISBN 978-

986-459-147-3 (精裝) NT$16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頂尖甜點師的夾心巧克力經典作 / 

旭屋出版編輯部作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27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401-264-0 (平裝) NT$700  

1.點心食譜 2.巧克力  427.16  

甜素烘焙實驗室 : Vegan 的創意純素

蛋糕 / 朱芳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10708 .-- 192 面; 

19X26 公分 .-- (頑味 ; 46) .-- ISBN 

978-986-96706-1-6 (平裝) NT$400  

1.點心食譜 2.素食食譜  427.16  

無麵粉+低醣+低脂=好吃!33 道零麩

質的米&黃豆粉甜點 / 木村幸子作 ; 

范思敏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

文 化 館 出 版  : 雅 書 堂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96 面; 19X26 公分 .-- (烘焙

良品 ; 80) .-- ISBN 978-986-96634-3-4 

(平裝) NT$350  

1.點心食譜  427.16  

辣媽的晨烤麵包 / 辣媽 Shani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7 .-- 

160 面; 19X22 公分 .-- ISBN 978-957-

8787-39-1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麵包職人的烘焙廚房 : 50 款經典歐

法麵包零失敗 / 陳共銘作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7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

127-8 (平裝) NT$33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東門市場三代肉舖接班人的豚食好

滋味 / 采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184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9439-41-1 (平裝) 

NT$380  

1.肉類食譜 2.烹飪  427.211  

雞肉料理大事典 / 笠原將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8 .-- 

208 面; 19X26 公分 .-- (黑貓廚房 ; 

57) .-- ISBN 978-986-96763-9-7 (平裝) 

NT$380  

1.肉類食譜 2.雞  427.221  

完美蛋料理全書 : 世上最好用食材

的廚藝探索&105 道蛋料理完全食譜 

/ 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 潘

昱均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10 .-- 2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308-4-

9 (平裝) NT$399  

1.蛋食譜  427.26  

百萬訂閱 YouTuber 的最受歡迎蔬食

菜單 / 高嶋綾也著 ; 林麗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1-

265-7 (平裝) NT$550  

1.素食食譜  427.31  

天然豆腐豆漿豆花 / 朱秋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文化, 10708 .-- 

112 面; 19X26 公分 .-- (Joy cooking ; 

131) .-- ISBN 978-986-6210-62-4 (平裝) 

NT$280  

1.豆腐食譜 2.豆菽類  427.33  

臺灣紅藜 : 城市農夫的紅藜故事、

栽種與料理手帖 / 鄭世政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710 .-- 176 面; 

17X23 公分 .-- (生活良品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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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36-270-8 ( 平 裝 ) 

NT$300  

1.食譜 2.禾穀 3.栽培  427.34  

我愛飯糰君 / 稻田早苗著 .-- 初阪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8 .-- 144 面; 

17X23 公分 .-- (黑貓廚房 ; 52) .-- 

ISBN 978-986-96526-9-8 ( 平 裝 ) 

NT$320  

1.飯粥 2.食譜  427.35  

簡單好滋味!就愛煲粥 / 薩巴蒂娜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黑貓廚

房 ; 53) .-- ISBN 978-986-96763-5-9 

(平裝) NT$320  

1.飯粥 2.食譜  427.35  

100 種美味餡料的中式麵食 / 程安琪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 

107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21-2-3 (平裝)  

1.麵食食譜 2.點心食譜  427.38  

創意造型餃子 / Paradise 山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8 .-- 

128 面; 19X26 公分 .-- (黑貓廚房 ; 

56) .-- ISBN 978-986-96763-8-0 (平裝) 

NT$320  

1.麵食食譜  427.38  

日本茶教科書 / エイ出版社編輯部

作 ;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710 .-- 1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7-415-0 ( 平 裝 ) 

NT$320  

1.茶葉 2.茶食譜 3.日本  427.41  

成為咖啡生活家 / 西東社編輯部作 ; 

蔡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 107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177-4 ( 平 裝 ) 

NT$380  

1.咖啡  427.42  

香料保健料理 : 用廚房常見的 38 種

辛香料、香草、香花、堅果、植物

油、純露做料理,減壓、補血、除濕、

排濕、治小病 / 歐陽誠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飲食

區 Food&wine ; 9) .-- ISBN 978-986-

96680-4-0 (平裝) NT$380  

1.香料 2.食譜  427.61  

自己醃 : DIY 醃蘿蔔乾、梅干菜、

酸白菜、筍干、鹹豬肉等 30 種家用

做菜配料 / 徐茂揮, 古麗麗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0708 .-- 

272 面; 23 公分 .-- (飲食區 ; 9) .-- 

ISBN 978-986-96680-5-7 ( 平 裝 ) 

NT$420  

1.食譜 2.食物酸漬 3.食物鹽漬  

427.75  

料理圖鑑 : 勇闖廚房的 1500 招祕訣 

/ 越智登代子作 ; 平野惠理子繪 ; 楊

曉婷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8 .-- 384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57-8630-61-1 (平裝)  

1.烹飪  427.8  

K 力最強影音副食品 / K 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 城邦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256 面; 23 公分 .-- (育兒通 ; 

SR0095) .-- ISBN 978-986-5752-73-6 

(平裝) NT$450  

1.育兒 2.小兒營養 3.食譜  428.3  

少女心這種病,生個孩子就好了 / 林

可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8314-8 (平裝)  

1.懷孕 2.運動健康 3.育兒  429.12  

營養專家寫的孕期飲食滿分寶典 / 

陳志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維他命

文化, 107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096-8-5 ( 平 裝 ) 

NT$220  

1.懷孕 2.產後照護 3.健康飲食  

429.12  

農業 

都市屋頂上的農夫 : 在澀谷造田 / 小

倉崇作 ; 陳怡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710 .-- 288 面; 21 公分 .-- 

(熟年優雅學院 ; 40) .-- ISBN 978-986-

336-269-2 (平裝) NT$380  

1.農業 2.園藝學 3.日本東京都  430  

*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百年研究成果 . 

1918-2018 / 楊宏仁等著 ; 賴永昌編

輯  .-- 臺 中 市  : 農 委 會 農 試 所 , 

107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85-6 (平裝) NT$2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

義分所 2.農業推廣 3.技術發展 4.臺

灣  430.33  

農企業暨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18 / 黃文琪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科大, 10707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64-1 (精裝) NT$1000  

1.農業經營 2.文集  431.207  

田尾公路花園盆栽學會會員作品展. 

第 21 屆 / 陳秀忠總編輯 .-- 彰化縣

永靖鄉 : 田尾公路花園盆栽學會 , 

10707 .-- 1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6807-0-7 (精裝)  

1.盆栽  435.11  

活的花藝 組合盆栽全書 / 張滋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

403-6 (平裝) NT$380  

1.盆栽 2.園藝學  435.11  

苔盆景入門 : 選苔、用土、取材、

栽培管理,一氣呵成。從名作欣賞,到

DIY 動手做,一次就上手。 / 木村日

出資, 左古文男著 ; 郭寶雯譯 .-- 二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8 .-- 112 面; 

17X23 公分 .-- (Guide book ; 722) .-- 

ISBN 978-986-443-497-8 ( 平 裝 ) 

NT$300  

1.盆景 2.苔蘚植物  435.11  

淨化空氣的造氧盆栽 : 揮別空汙,遠

離過敏、嗜睡、致癌物,適合居家、

辦公環境的 40 款功能性盆栽 / 陳柏

銓作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709 .-- 

128 面; 17X23 公分 .-- (知識家 ; 19) .-

- ISBN 978-986-96485-4-7 (平裝)  

1.盆栽 2.園藝學 3.家庭佈置  435.11  

我的蔬菜好朋友 / ORANGE PAGE

編著 ; KAMAKIRI 插畫 ; 莊鎧寧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1-

263-3 (平裝) NT$300  

1.蔬菜 2.繪本  435.2  

廚房&陽台都 OK.自然栽培的迷你農

場 / BOUTIQUE 社著 ; 夏淑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708 .-- 96 面; 26 公

分 .-- (自然綠生活 ; 24) .-- ISBN 978-

986-96472-6-7 (平裝) NT$480  

1.蔬菜 2.栽培  435.2  

與神木同行 : 溪頭神木的故事 / 周英

戀作 .-- 初版 .-- 南投縣竹山鎮 : 臺大

實驗林管理處, 10709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76-4 (平

裝) NT$280  

1.森林生態學 2.環境教育 3.解說 4.

南投縣鹿谷鄉  436.12  



32 

 

臺灣的白蟻及危害樹木白蟻之防治

手冊 / 汪澤宏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農委會林試所, 10707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1-1 

(平裝) NT$200  

1.樹木病蟲害 2.白蟻  436.34  

木材物理學. 物理性質篇 / 王松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 

10709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5-857-5 (平裝) NT$600  

1.木材性質  436.412  

木材物理學. 強度性質篇 / 王松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 

10709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5-860-5 (平裝) NT$650  

1.木材性質  436.412  

飼育栽培圖鑑 : 成為好主人的 1000

個技能 / 有澤重雄作 ; 月本佳代美

繪 ; 申文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 10708 .-- 384 面; 13X19 公

分 .-- ISBN 978-957-8630-62-8 (平裝)  

1.寵物飼養 2.植物 3.栽培  437.3  

肉豬 : 一本肉豬生長、健康及行為

管理的實用指南 / Mark Roozen, Kees 

Scheepens 原著 ; 陳世平, 孫豫芬, 黃

玉明譯 .-- 再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農

業科技研究院, 10707 .-- 56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96025-2-5 (平

裝) NT$1000  

1.養豬 2.家畜管理  437.34  

屠宰豬隻病理學圖譜 / 陳世平等編

修 .-- 第三版 .-- 新竹市 : 農業科技研

究院, 10707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025-1-8 (平裝)  

1.豬 2.家畜病理學  437.345  

雙師出任務 : 獸醫師&廚師教你狗狗

零食自己做 / 姜智凡, 李建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37-8 (平裝) NT$320  

1.犬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54  

貓咪急症應對手冊 : 愛貓容易出現

的 46 個急症發生原因與處置方法 / 

佐藤貴紀執筆.監修 ; 黃筱涵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69) .-- ISBN 978-

986-443-482-4 (平裝) NT$300  

1.貓 2.寵物飼養 3.急症  437.364  

雙師出任務 : 獸醫師&廚師教你貓咪

零食自己做 / 姜智凡, 李建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38-5 (平裝) NT$320  

1.貓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64  

烏龜的快樂飼養法 / 富沢直人著 ; 霍

野晋吉監修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漢欣文化, 10708 .-- 168 面; 21

公分 .-- (動物星球 ; 1) .-- ISBN 978-

957-686-751-4 (平裝) NT$350  

1.龜 2.寵物飼養  437.39  

圖解水族箱造景 : 從選擇熱帶魚.水

草開始,打造心目中的優游水世界 / 

千田義洋監修 ; 胡文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16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475-769-5 (平裝)  

1.養魚 2.水生植物  438.667  

熱帶水族箱 : 為自己創造一個絢麗

的 淡 水 世 界 ! / 史 都 華 .史 瑞 佛 斯

(Stuart Thraves)著 ; 吳湘湄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10 .-- 208 面; 

26 公分 .-- (寵物館 ; 72) .-- ISBN 978-

986-443-491-6 (平裝) NT$450  

1.養魚 2.水生植物  438.667  

屏東縣萬巒鄉勤德豆包產業 / 曾慶

貞, 郭勤有編著 .-- 屏東縣萬巒鄉 : 

勤德農產食品, 10707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85-0-6 (精

裝)  

1.勤德農產食品公司 2.豆製品 3.屏

東縣萬巒鄉  439.22  

工程 

Creo Parametric 4.0 電腦輔助設計. 基

礎應用篇 / 梁景華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6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755-52-9 (平裝)  

1.電腦輔助設計 2.電腦輔助製造  

440.029  

智慧科技專利技術暨國際大廠布局

分析 / 洪春暉總編輯 .-- 臺北市 : 資

策會產研所, 10707 .-- 276 面; 21X30

公分 .-- (熱門產品研究系列) .-- ISBN 

978-957-581-759-6 (平裝) NT$18000  

1.專利 2.電腦資訊業 3.通訊產業  

440.6  

技術型高中 土木與建築專業科目

(二) : 測量實習、製圖實習歷屆試題

全詳解 / 林博文, 廖美雯編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弘揚圖書, 10708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6073-86-1 (平裝) NT$300  

1.工程測量  440.93  

趙鳴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 

趙鳴作 .-- 高雄市 : 趙鳴, 10707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86-4 (平裝)  

1.土木工程 2.文集  441.07  

Autodesk Revit 2018 建築設計入門與

案例實作 / 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4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2-0 (平裝)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 BIM. 元件篇 / 郭

榮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7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291-

3 (平裝) NT$500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年報. 106 年度 / 

林瑋皓等執行編輯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707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6-

7 (平裝) NT$200  

1.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441.3061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暨建築設計教案及教學成果發表會

論文集. 第 30 屆第 1 次 /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執行 .-- 臺北市 : 臺灣

建築學會, 10706 .-- 冊 .-- ISBN 978-

986-95901-1-2 (全套:平裝)  

1.建築 2.文集  441.307  

嘉義縣定古蹟日新醫院修復及再利

用計畫 / 蘇明修計畫主持 .-- 初版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文化觀光局 , 

10708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7-4 (平裝) NT$1000  

1.醫院 2.古蹟修復 3.嘉義縣  

441.431  

國定古蹟臺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中

都唐榮磚窯廠)霍夫曼窯窯頂防護工

程工作報告書 / 徐明福計畫主持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文 化 局 , 

10708 .-- 4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89-4 (平裝) NT$1350  

1.工廠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高雄市  44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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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

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詹

氏書局編輯部編 .-- 八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708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573-6 ( 平 裝 ) 

NT$200  

1.營建法規 2.建築物構造  441.51  

Timberize Taiwan 都市木造的未來 / 

蔡孟廷, 方尹萍, 張紋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708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08-406-7 (平裝) 

NT$68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441.553  

鋼筋混凝土學了沒 / 歐陽編著 .-- 修

訂二版 .-- 臺北市 : 文笙, 10709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

167-3 (平裝) NT$620  

1.鋼筋混凝土  441.557  

離岸風電海下工程技術研發計畫 . 

106-109. (1/4) / 蔡立宏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709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

6466-2 (平裝) NT$200  

1.海下工程 2.風力發電  443  

各直轄市、縣市重要水利統計指標

分析.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 經濟部水

利署主計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708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4-4 (平

裝) NT$250  

1.水利工程 2.統計 3.臺灣  443.6  

工業通風 / 林子賢編著 .-- 六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24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2-

5 (平裝) NT$395  

1.空調工程  446.73  

機械製造 / 林英明, 卓漢民, 林彥伶

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4-9 (平裝)  

1.機械製造  446.89  

汽車發動機構造與檢修 : 理實一體

化教程 / 劉建忠, 劉曉萌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54-9 (平裝) NT$350  

1.引擎 2.汽車維修  447.121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 第三十六

版 .-- 新北市 : 文全,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2224-4-0 

(平裝)  

1.汽車駕駛 2.駕駛訓練  447.17  

電動二輪車維修技巧 / 陳嘉良著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707 .-- 23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6-4 (平裝)  

1.機車 2.機器維修  447.33  

我要上太空 / 麥克.馬西米諾(Mike 

Massimino)著 ; 林志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352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 FQ1053) .-

- ISBN 978-986-235-691-3 ( 平 裝 ) 

NT$450  

1.馬西米諾(Massimino, Mike, 1962- ) 

2.太空人 3.太空飛行  447.925  

電機學 / 吳朗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709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064-7 (平裝)  

1.電機工程 2.發電機  448  

電工法規 /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

編著 .-- 十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8-7 (平裝附光碟片)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我的科學實務課 : 運用配線、接電、

焊錫完成 11 款電子作品 / 伊藤尚未

著 ;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709 .-- 160 面; 19X25 公

分 .-- ISBN 978-986-475-756-5 (平裝)  

1.電子工程  448.6  

FPGA 系統設計實務入門 / 林銘波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0-1 (平裝)  

1.積體電路 2.設計  448.62  

軟性電路板技術與應用 / 林定皓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9 .-- 3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903-8 (平裝)  

1.印刷電路  448.62  

電路板組裝技術與應用 / 林定皓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40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9-4 (平裝)  

1.印刷電路  448.62  

電路板濕製程技術與應用 / 林定皓, 

藍國興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708 .-- 2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900-7 (平裝)  

1.印刷電路  448.62  

數位邏輯原理 / 林銘波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7 .-- 

44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463-889-5 (平裝)  

1.積體電路  448.62  

數位邏輯設計 / 戴江淮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7 .-- 

38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430-425-7 (平裝) NT$495  

1.積體電路  448.62  

數位邏輯設計與晶片實務(Verilog) / 

劉紹漢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708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93-2 (平裝附光碟

片)  

1.積體電路 2.晶片 3.Verilog(電腦硬

體描述語言)  448.62  

新例說-Altium Designer / 張義和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7 .-- 5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27-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90  

1.電路 2.電腦輔助設計 3.電腦程式  

448.62029  

矽晶圓半導體材料技術 / 林明獻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7 .-- 5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885-7 (精裝) NT$640  

1.半導體 2.工程材料  448.65  

用 mBlock 玩轉 mBot 機器人 : 創客

實戰演練 / 林俊傑作 .-- 新北市 : 經

瑋文化, 10708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755-54-3 (平裝)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學 C 語言從玩 NXT 樂高機器人開始

(使用 NXC) / 李春雄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236-7 (平

裝) NT$520  

1.機器人 2.C(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綠映高雄 : 公園綠地成果專輯 / 陳惠

玲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府, 

107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5726-8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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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政工程 2.都市綠化 3.高雄市  

445.133/131  

污水工程 / 黃政賢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高立, 107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174-5 ( 平 裝 ) 

NT$600  

1.污水工程  445.48  

地球革命的挑戰 : 談人類與環境 / 恩

斯特.U.馮.魏茨澤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 池田大作著  ; 陳鵬仁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

會, 10708 .-- 280 面; 21 公分 .-- (對談

集 ; 33) .-- ISBN 978-986-96750-3-1 

(平裝) NT$300  

1.環境保護 2.環境汙染  445.9  

依珊 依珊 / 張玉玲, 溫慕蓉撰文 ; 林

青瑩, 王宗彥圖 .-- 初版 .-- 新竹縣竹

北市 : 竹縣環保局, 10708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8-7 

(精裝)  

1.環境教育 2.生命教育 3.繪本  

445.9  

工 業 廢 水 污 染 防 治  / W. Wesley 

Eckenfelder Jr., Davis L. Ford, Andrew 

J. Englande Jr.著 ; 白子易, 黃思蓴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708 .-- 10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1-397-4 (平裝)  

1.汙水處理 2.工業廢棄物處理  

445.93  

戒除塑膠的健康生活指南 / 傑伊.辛

哈(Jay Sinha), 香朵.普拉蒙登(Chantal 

Plamondo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

現,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02-8-4 ( 平 裝 ) 

NT$320  

1.環境保護  445.99  

綠色科技暨應用導論 / 朱文祺, 童翔

新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 , 

107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061-6 (平裝)  

1.環境保護 2.綠色革命 3.科學技術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單元操作  : 質傳與粉粒體技術  / 

Warren L. McCabe, Julian C. Smith, 

Peter Harriott 著 ; 黃孟槺譯 .-- 三版 .-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臺灣東華, 

10708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396-7 (平裝)  

1.單元操作  460.22  

食品產業年鑑. 2018 / 鄔嫣珊等作 .-- 

初版 .-- 新竹市 : 食品工業, 10707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6110-33-7 (平裝) NT$2000  

1.食品工業 2.年鑑  463.058  

鑑賞天下葡萄酒 : 全球最頂尖的葡

萄酒專家教你懂得如何選酒、品酒、

搭配餐酒,不只會微醺 / 奧茲.克拉克

(Oz Clarke)著 ; 張國儀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107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96-0-2 (平

裝) NT$550  

1.葡萄酒 2.品酒  463.814  

開始喝伏特加的第一本指南 / 多明

妮可.傅菲(Dominique Foufelle)著 ; 邱

惠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玩味地

圖 ; 33) .-- ISBN 978-986-248-751-8 

(平裝) NT$280  

1.蒸餾酒  463.83  

手創新視界. 2 : 保養品與手工皂 / 手

工藝(工、商、協)會師資群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128 面; 26 公分 .-- (愛手作系列 ; 

18) .-- ISBN 978-986-96763-4-2 (平裝) 

NT$380  

1.肥皂  466.4  

化妝品調製學 / 陳玉芬, 張乃方, 吳

姵萱合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707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498-1 ( 平 裝 ) 

NT$500  

1.化妝品  466.7  

化粧品調製技術與檢驗分析 / 蔡宇

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7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500-1 (平裝) NT$200  

1.化粧品 2.化粧品檢驗  466.7  

美肌生活手作書 : 在家也能安心做

的 55 款達人級手作保養品 / 大沼由

樹作 ; 蔡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12 面; 21 公分 .-

- (夢想拼盤) .-- ISBN 978-957-564-

467-3 (平裝)  

1.化粧品  466.7  

生技產業白皮書. 2018 / 吳忠勳等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工業局 , 

10707 .-- 4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2-4 (平裝) NT$300  

1.生物技術業  469.5  

製造 

鐘錶專有名詞實用辭典 / 郭峻彰總

編輯 .-- 臺北市 : 木石文化, 10708 .-- 

224 面; 22 公分 .-- (時間觀念叢書) .-- 

中 英 法 對 照 版  .-- ISBN 978-986-

89191-1-2 (平裝) NT$368  

1.鐘錶 2.詞典  471.2041  

BBC Micro:bit 入門與學習 / 黃國明, 

余波, 邵子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2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76-870-7 (平裝)  

1.微電腦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例說 89S51-C 語言 / 張義和等編著 .-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 

10707 .-- 5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26-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95  

1.微電腦  471.516  

看見 micro:bit 新世界 : 學邏輯、寫

程式、玩創意 / 陳致中, 乾龍工作室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7 .-- 19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4-0 (平裝)  

1.微電腦 2.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輕鬆玩 Arduino 程式設計與感測入

門 / 黃建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709 .-- 330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476-884-4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2018 版 : 適用 Photoshop.Illustrator /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76-872-1 (平裝)  

1.印刷術 2.問題集  477.022  

認識織品 : 市售布料實物 / 章以慶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章以慶, 

10709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806-9 (精裝) NT$1100  

1.紡織品  478.16  

商業；各種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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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許順旺著 .-

- 三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708 .-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298-293-8 (精裝) NT$600  

1.宴會 2.餐飲業管理  483.8  

跟著日本人這樣喝 居酒屋全圖解 : 

酒品選擇、佐菜搭配、選店方法一

次搞懂,享受最在地的小酌時光 / 小

寺賢一著 ; 卓惠娟, 李池宗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 文 化 發 行 , 10708 .-- 176 面 ; 

13X19 公分 .-- (圖一樂 ; 22) .-- ISBN 

978-986-489-291-4 (平裝) NT$320  

1.餐飲業 2.日本  483.8  

餐飲大師的管理學 : 星級飯店餐飲

總監的成功之道 / 鄔智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7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587-37-3 (平裝) NT$330  

1.鄔智明 2.傳記 3.餐飲業管理  

483.8  

書呆與阿宅 : 理工科技力+人文洞察

力,為科技產業發掘市場需求,解決全

球議題 / 史考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

著 ; 溫力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0709 .-- 384 面; 15X21 公

分 .-- (方向 ; 61) .-- ISBN 978-986-

248-748-8 (平裝) NT$420  

1.科技業 2.人文學 3.創造性思考  

484  

根留台灣的工廠管理 : 在自行車產

業的成功故事 / 蔡俊賢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43-496-1 (精裝) 

NT$350  

1.腳踏車業 2.工廠管理 3.臺灣  

484.32  

ICT 產業白皮書. 下 : 人工智慧/5G/

資訊安全/電子商務. 2018 / 洪春暉總

編輯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 

10706 .-- 119 面; 21X30 公分 .-- (熱門

產品研究系列) .-- ISBN 978-957-581-

758-9 (平裝)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

產業分析  484.5  

ICT 產業白皮書. 上 : 資訊硬體/消費

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 2018 / 洪春暉

總編輯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706 .-- 86 面; 21X30 公分 .-- (熱門

產品研究系列) .-- ISBN 978-957-581-

757-2 (平裝)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

產業分析  484.5  

穿戴式裝置 : 看見未來的科技樣貌 / 

徐旺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

訊, 10708 .-- 26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3-1 (平裝)  

1.數位產品 2.產業發展 3.市場分析  

484.6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不鏽鋼篇 / 

林偉凱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0707 .-- 7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69-1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鋼鐵篇 / 

陳建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0707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68-4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 陳建任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 

10707 .-- 39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73-8 (平裝) NT$45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鈦金屬篇 / 

簡佑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0707 .-- 7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72-1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鈦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銅金屬篇 / 

王信富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0707 .-- 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71-4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銅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鋁金屬篇 / 

劉文海, 蔡培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 10707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70-7 ( 平 裝 )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鋁  486.3058  

面對未來的智造者 : 工業 4.0 的困惑

與下一波製造業再興  / 劉仁傑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 分  .-- ( 知 道 的 書 In Action ; 

HA0090) .-- ISBN 978-957-9689-18-2 

(平裝) NT$360  

1.製造業 2.產業發展 3.趨勢研究  

487  

服務創新 : 跨域複合的商業模式變

革 / 歐素華, 葉毓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泰, 10707 .-- 48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02-2-8 (平

裝)  

1.服務業 2.創意  489.1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 古楨彥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9 .-- 

49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463-891-8 (平裝)  

1.服務業管理 2.行銷管理 3.顧客關

係管理  489.1  

日本藥妝美研購. 4 : 日本藥妝美購

物趣!東京藥妝生活神級指南 / 鄭世

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 

10708 .-- 248 面; 24 公分 .-- (好好玩 ; 

13) .-- ISBN 978-986-96429-3-4 (平裝) 

NT$380  

1.化粧品業 2.美容業 3.購物指南 4.

日本  489.12  

職場工作誌. 動物溝通師篇 / 職人編

輯小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

化, 107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3-077-1 (平裝) NT$298  

1.寵物飼養 2.動物心理學  489.14  

海外婚禮籌備全書 / 巫曉維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0710 .-- 12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842-15-1 (平裝)  

1.婚紗業 2.婚禮  489.61  

商學 

人人必學電子商務實務 / 勁樺科技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7 .-- 20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0-2 (平裝)  

1.電子商務  490.29  

百億造訪還能正常運作 : 全球最大

購物網站技術公開 / 張開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6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79-684-8 (平裝) NT$690  

1.電子商務 2.電腦程式  490.29  

電子商務扶貧理論與實踐 / 起建凌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4-0 (平裝) NT$300  

1.電子商務 2.貧窮 3.中國  490.29  

電子商務概論 / 王悅主編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84-6 (平裝) NT$350  

1.電子商務  4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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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概論實驗教程 / 劉雪豔, 羅

文龍, 付德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23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85-3 (平裝) 

NT$300  

1.電子商務  490.29  

跨境電子商務 : 理論與實務 / 李麒麟

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 , 

107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062-3 (平裝)  

1.電子商務  490.2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9, 創業

的初衷與使命 / 林玉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0707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984-6-0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電算化會計訊息系統 / 馮自欽, 楊孝

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86-0 (平裝) NT$450  

1.會計資訊系統  495.029  

中級會計學 / 張仲岳等著 .-- 4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708 .-- 6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46-

9 (上冊:平裝)  

1.中級會計  495.1  

會計英語 / 陽春暉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299-6 

(平裝) NT$300  

1.會計學  495.1  

會計學原理 / 王竹萍, 詹毅美主編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9 .-- 3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83-9 (平裝) NT$600  

1.會計學  495.1  

*會計審計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707 .-- 

3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6488-2-0 (平裝) NT$350  

1.會計法規 2.審計法規  495.2  

中級財務會計 / 李焱, 唐湘娟主編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5-9 (平裝) NT$400  

1.財務會計  495.4  

初級財務會計學 / 羅紹德, 蔣訓練主

編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8-0 (平裝) NT$450  

1.財務會計  495.4  

資產評估 / 陳建西, 陳慶紅主編 .-- 

第 三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7 .-- 3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0-9 (平裝) NT$600  

1.資產管理  495.44  

我希望散戶、主管都能懂財報超賺

錢 : 50 張圖、33 個技巧,解決你對數

字抓狂的難題! / 福岡雄吉郎著 ; 黃

瓊 仙 譯  .-- 臺 北 市  : 大 樂 文 化 ,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64) .-- ISBN 978-986-96596-5-9 (平裝) 

NT$28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成本與管理會計 / 王怡心著 .-- 增訂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5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448-

0 (平裝)  

1.成本會計 2.管理會計  495.71  

新編成本會計 / 凌輝賢等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29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82-2 (平裝) NT$500  

1.成本會計  495.71  

審計學 :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

構 / 陳耀宗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滄

海圖書資訊, 10707 .-- 6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593-4-5 (平裝)  

1.審計學  495.9  

12 故事原型的高檔行銷  / 符敦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508-3 (平裝) NT$320  

1.品牌行銷 2.行銷策略  496  

行銷企劃 : 邏輯、創意、執行力 / 曾

光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7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128-8-3 (平裝)  

1.行銷學 2.企劃書  496  

從 0 到 1 : 自媒體品牌行銷術 / 王靖

傑著 .-- 新北市 : 人類, 10709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13-985-

9 (平裝) NT$380  

1.網路行銷 2.品牌行銷  496  

量化行銷時代 :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

營團隊都在做,15 個關鍵行銷計量指

標 / 馬克.傑佛瑞(Mark Jeffery)著 ; 高

英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44-3-1 

(平裝) NT$480  

1.行銷學 2.個案研究  496  

商品學 / 劉瑜, 楊海麗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3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05-4 (平裝) NT$250  

1.商品學  496.1  

再貴也有人買!我的第一本手作品牌

經營教科書 / 松戶明美著 ; 李欣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342-3 (平裝) NT$320  

1.品牌行銷 2.手工藝  496.14  

脫穎而出的品牌致勝秘密 : 企業品

牌策略最佳指南 / Alina Wheeler 作 ; 

蔡伊斐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709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547-1 (精裝) NT$780  

1.品牌 2.品牌行銷 3.個案研究  

496.14  

市場調查與預測實訓教程 / 呂小宇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60-0 (平裝) NT$250  

1.市場調查 2.市場預測  496.3  

消費心理學 / 周斌作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3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8-5 (平

裝) NT$550  

1.消費心理學  496.34  

超級用戶時代 : 抓住 10％死忠客戶,

引爆 70％的利潤成長策略 / 尹艾迪

(Eddie Yoon)著 ; 王喆, 余寧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金商

道 ; 66) .-- ISBN 978-986-7778-36-9 

(平裝) NT$320  

1.消費者行為 2.企業經營  496.34  

關鍵行銷 : 消費心理大師最強十大

黃金行銷課  / 亞當 .費里爾 (Adam 

Ferrier), 珍 妮 佛 . 佛 萊 明 (Jennifer 

Fleming)著 ; 王直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708 .-- 38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28-7 (平

裝) NT$380  

1.消費心理學 2.消費者行為 3.廣告

心理學  496.34  

「3 個問句」就能提升業績的提問

型業務技巧 : 只要 3 個問句,就能當

場成交,客戶還感謝你 / 青木毅著 ; 

劉錦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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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5X21 公分 .-- (TOP ; 003) .-- 

ISBN 978-986-96030-3-4 ( 平 裝 ) 

NT$32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物流訊息系統分析與設計實踐教程 / 

羅文龍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9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77-8 ( 平 裝 ) 

NT$500  

1.物流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496.8  

物流霸主 : FedEx 聯邦快遞的成功之

道 / 彭劍鋒, 劉曉雲, 馮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9 .-- 

39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00-245-9 (平裝)  

1.聯邦快遞公司(Federal Express 

Corporation) 2.物流業 3.物流管理  

496.8  

零售業產業鏈整合 : 路徑、風險與

企業績效 / 任家華, 劉潔, 梁梁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1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3-3 (平裝) NT$300  

1.零售業 2.產業分析 3.中國  498.2  

網絡零售學 / 沈紅兵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3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60-3 (平裝) NT$250  

1.零售業 2.網路行銷  498.2  

現代經紀人理論與實務教程 / 陳淑

祥, 張馳, 冉梨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5-8 (平

裝) NT$300  

1.經紀人  498.4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 筆試及

清潔作業(附門市服務理論) / 林宜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3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463-905-2 (平裝附光碟片)  

1.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 學科&筆試. 

2018 / 楊潔芝, 楊麗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8-2 

(平裝)  

1.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

POS 系統). 2018 / 楊潔芝, 楊麗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6-8 (平裝)  

1.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

POS 系統). 2018 / 楊潔芝, 楊麗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7-5 (平裝)  

1.商店管理  498.6  

企業管理 

5 分鐘商學院. 商業篇 : 人人都是自

己的 CEO / 劉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 10710 .-- 306 面 ; 

15X21 公分 .-- (好想法 ; 19) .-- ISBN 

978-986-248-749-5 (平裝) NT$350  

1.商業管理  494  

中川政七商店的品牌打造術 : 看一

家小店如何讓日本企業競相膜拜 / 

中川淳作 ; 劉向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23-6-

3 (平裝) NT$320  

1.中川政七商店 2.企業管理 3.品牌

行銷  494  

看大秦帝國談企業接班學 / 江亘松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網路通科技, 

10707 .-- 239 面; 21 公分 .-- (看歷史

學接班系列 ; 1) .-- ISBN 978-986-

83295-1-5 (平裝) NT$320  

1.企業管理 2.企業領導  494  

管人 36 計 / 許可欣編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7 .-- 272 面 ; 

17X23 公分 .-- (Guide book ; 256) .-- 

ISBN 978-986-443-486-2 ( 平 裝 ) 

NT$28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企業管理  

494  

境外融資. 1 : 中小企業上市新通路 / 

高健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Big ; 292) .-- ISBN 978-957-13-7502-1 

(平裝) NT$300  

1.中小企業管理 2.融資  494  

境外融資. 2 : 20 家企業上市路徑解

讀 / 高健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

分 .-- (Big ; 293) .-- ISBN 978-957-13-

7503-8 (平裝) NT$300  

1.中小企業管理 2.融資  494  

管理學基礎與實訓 / 李霞, 康璐主

編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3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2-3 (平裝) NT$550  

1.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概論 / 蔡敦浩, 李慶芳, 陳可

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

訊, 10707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93-5-2 (平裝)  

1.管理科學  494  

稻盛和夫的實踐阿米巴經營 / 稻盛

和夫作 ; 陳維玉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 10708 .-- 324 面 ; 

15X21 公分 .-- (商業思潮 ; 91) .-- 

ISBN 978-986-398-365-1 ( 平 裝 ) 

NT$380  

1.企業經營 2.企業管理  494  

質量管理案例與實訓 / 陳昌華, 朱廣

財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9 .-- 35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7-0 (平裝) NT$600  

1.企業管理  494  

橫衝直撞 : Uber 企圖稱霸全球的內

幕 / 亞當.藍辛斯基(Adam Iashinsky)

著 ; 謝宜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707 .-- 320 面; 15X21 公

分 .-- (天下財經 ; 365) .-- ISBN 978-

986-398-359-0 (平裝) NT$399  

1.優步(Uber(Firm)) 2.電子商務 3.企

業經營  494  

物流法規實務 / 姚會平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37-2 (平裝) NT$500  

1.企業法規 2.物流管理 3.中國  

494.023  

EMBA 暨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 

2019 /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 10707 .-- 

160 面 ; 30 公分  .-- (商訊叢書  ; 

YS09933) .-- ISBN 978-986-5812-75-1 

(平裝) NT$280  

1.管理科學 2.考試指南  494.026  

OI 向外看的洞見 : 如何在資訊淹沒

的世界裡找出最有價值的趨勢? / 約

恩.里賽根(Jørn Lyseggen)著 ; 王婉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 分  .-- ( 知 道 的 書 In Action ; 

HA0089) .-- ISBN 978-957-9689-13-7 

(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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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業管理 2.資料探勘  494.1  

自慢. 3 : 以身相殉-何飛鵬的創業私

房學 / 何飛鵬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7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515-6 (精裝) NT$450  

1.創業 2.企業經營  494.1  

怎樣成為企劃高手 : 5 個企劃腦、10

項生活特色、7 個預測未來的方法、

10 個企劃案實例 / 郭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12 面; 

21 公分 .-- (BIG 叢書) .-- ISBN 978-

957-13-7482-6 (平裝) NT$350  

1.企劃書  494.1  

啟動雙創 : 善用價值量化思維,推動

進步的力量 / 蕭麗珠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 10708 .-- 250 面; 23 公分 .-

- (企管銷售 ; 37) .-- ISBN 978-986-

96187-5-5 (平裝) NT$320  

1.創新 2.創業 3.企業管理  494.1  

斜槓創業 / 王晴天著 .-- 新北市 : 華

文網, 10708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831-5 ( 平 裝 ) 

NT$35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創業超新星 : 看見 14 家台灣未來獨

角獸 / 經濟日報記者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0708 .-- 16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444-1-

9 (平裝) NT$230  

1.創業 2.企業管理 3.個案研究  

494.1  

新手老闆的創業 SOP / 張朝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6767-0-0 (平裝) NT$250  

1.創業  494.1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商務管

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8 / 致理科

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輯 .-- 新北

市 : 致理科大商務管理學院, 10707 .-

- 7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6652-2-3 (平裝)  

1.商業管理 2.文集  494.107  

運籌學 / 羅劍, 李明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1-6 

(平裝) NT$450  

1.作業研究  494.19  

TED 脫稿說話術 : 學賈伯斯、歐巴

馬的 3 堂即興幽默力! / 李真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樂文化,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96-3-5 (平裝) NT$280  

1.企業領導 2.組織傳播 3.說話藝術  

494.2  

人際關係 101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蔡璧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707 .-- 139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05) .-- ISBN 

978-986-96636-5-6 (平裝) NT$200  

1.企業領導 2.人際關係 3.職場成功

法  494.2  

共感力 : 最強團隊管理法 / 中田仁之

著 ; 王媗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5-766-4 (平裝)  

1.企業領導 2.人事管理  494.2  

哈佛教你精修管理力 : 17 個讓領導

人從 A 到 A+的必備技能 / <<哈佛商

業評論>>英文版編輯室著 ; 蘇偉信, 

侯秀琴, 劉純佑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

文版,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閱

讀哈佛 ; 16) .-- ISBN 978-986-95718-

2-1 (精裝) NT$45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圖解帶人的技術 : 一秒讓員工動起

來的 41 件事 / 岩田松雄作 ; 葉韋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0708 .-- 96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

列 ; 29) .-- ISBN 978-986-96499-5-7 

(平裝) NT$22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3.說話藝術  

494.2  

雙贏領導 101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蔡璧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707 .-- 155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06) .-- ISBN 

978-986-96636-6-3 (平裝) NT$200  

1.組織管理 2.企業領導  494.2  

一口氣讀懂三國用人術 / 莫嘯著 .-- 

修訂二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09 .-- 27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87-2-8 (平裝)  

1.人事管理  494.3  

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方法與實務 / 

伍娜, 張舫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81-423-5 ( 平 裝 ) 

NT$50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導論 / 孫金東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2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1-8 (平裝) NT$35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員工不廢,只是管得不對 : 突破團隊

極 限 的 行 為 科 學 管 理 術  / 榎 本

Atsushi 著 ; 林巍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75-762-

6 (平裝)  

1.人事管理 2.企業領導  494.3  

工作不失誤的大腦使用方法 : 破解

大腦運用機制,強化記憶力、注意力、

溝通力、判斷力 / 宇都出雅巳著 ; 李

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Idcaman ; 

103) .-- ISBN 978-986-477-507-1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有人就是要坑死你 : 揭穿職場霸凌

者的話術與心機  / 蓋瑞.納米(Gary 

Namie), 茹絲.納米(Ruth Namie)著 ; 黃

薰儀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 10709 .-- 320 面; 23 公分 .-- (健康

人生 ; 177) .-- ISBN 978-986-96705-0-

0 (平裝) NT$380  

1.霸凌 2.職場成功法 3.人際關係  

494.35  

阿德勒教你正向能量說話術  : 連

「拒絕」、「說不」,都能讓人感覺

溫暖的 85 個技巧! / 戶田久實作 ; 岩

井俊憲監修 ; 侯詠馨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樂文化, 10710 .-- 208 面; 

15X21 公分 .-- (Smart ; 76) .-- ISBN 

978-986-96596-6-6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2.說話藝術 3.人際關

係  494.35  

為工作立界線 /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 平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708 .-- 3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98-623-4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工作心理學 3.人際

關係  494.35  

弱連結 : 99%的人生機會與價值都來

自那些意想不到的人 / 高永著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9 .-- 28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041-

3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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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告別努力工作 / 松本立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710 .-- 

304 面; 15X21 公分 .-- (輕商管 ) .-- 

ISBN 978-957-658-044-4 ( 平 裝 )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工作效率  494.35  

辦公室那些人那些事 : 上班族必說

「我也是!」的那些很想挖洞的瞬間 

/ 大頭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

學文化出版 : 聯合發行, 10708 .-- 208

面; 21 公分 .-- (辦公室 Office ; 1) .-- 

ISBN 978-986-95194-5-8 ( 平 裝 )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學校沒有教的事 : 早知道早成功的

36 個職場智慧 / 翁靜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就業情報資訊, 10707 .-- 224

面; 15X21 公分 .-- (生涯新主張 ; 7) .-

- ISBN 978-957-8645-55-4 ( 平 裝 )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學做人再做事 / 張朝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67-1-7 

(平裝) NT$2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小人操控心理學 / 片田珠美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08 面; 21 公分 .-- (銷售顧

問金典 ; 100) .-- ISBN 978-957-8799-

46-2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覆盤的技術 / 張永錫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電腦人文化出版 : 城邦文化發

行,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2049-03-7 ( 平 裝 ) 

NT$300  

1.職場成功法 2.人生哲學  494.35  

TOYOTA 最強習慣 : 365 日都能提高

產能、輕鬆工作 / OJT Solutions 股份

有限公司作 ; 陳美瑛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職場.學 ; 23) .-- ISBN 978-

957-564-465-9 (平裝)  

1.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生產管理  494.5  

品管大師 鍾朝嵩教授 : 品管一甲子 / 

劉奕鐘等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和

昌, 107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311-11-6 (精裝)  

1.品質管理 2.品管圈  494.56  

品質管理 : 食品加工、餐飲服務、

生鮮物流 / 林志城, 林泗潭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 

10708 .-- 528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7-0 (平裝) NT$585  

1.品質管理 2.餐飲管理  494.56  

微軟世界第一簡報術 : 6 大法則讓你

說服聽眾,立即採取行動 / 澤圓著 ; 

李韻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

列 ; 185) .-- ISBN 978-986-134-327-3 

(平裝) NT$290  

1.簡報  494.6  

鋼索上的管理課 : 駭客、災變與多

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  / 吳明璋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709 .-- 272 面; 15X21

公 分  .-- ( 知 道 的 書 In Action ; 

HA0088) .-- ISBN 978-957-9689-17-5 

(平裝) NT$380  

1.風險管理 2.災害應變計劃  494.6  

高級財務管理 / 郝以雪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30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56-3 (平裝) NT$500  

1.財務管理  494.7  

財務管理學 / 張志紅, 伍雄偉作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7 .-- 31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3-0 (平裝) NT$550  

1.財務管理  494.7  

財務管理導論 / 李宏志, 賴秀卿, 劉

祐彰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

頓國際, 107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51-8-7 ( 平 裝 ) 

NT$700  

1.財務管理  494.7  

財務總監「菁英培訓版」 / 讀品企

研所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

化, 10709 .-- 384 面; 21 公分 .-- (無限

系列 ; 6) .-- ISBN 978-986-453-080-9 

(平裝) NT$390  

1.財務管理 2.資產管理  494.7  

基於隱性財務資本的財物價值決策

研究 / 鄧小軍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3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49-5 (平裝) 

NT$400  

1.財務管理  494.7  

圖解財務管理 / 伍忠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 10709 .-- 336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142-

6 (平裝) NT$380  

1.財務管理  494.7  

基於 EXCEL 的財務金融建模實訓 / 

趙昆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0-3 ( 平 裝 ) 

NT$450  

1.財務金融 2.EXCEL(電腦程式)  

494.7029  

管理會計 / 張紅云, 韓衛華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3-4 (平裝) NT$400  

1.管理會計  494.74  

上市公司盈餘管理審計治理效應 / 

王良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9 .-- 29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2-5 ( 平 裝 ) 

NT$500  

1.企業管理 2.利潤 3.上市公司  

494.76  

企業經營與 ERP 沙盤模擬實訓教程 

/ 任志霞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61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81-453-2 ( 平 裝 ) 

NT$300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資訊管理 : e 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 

/ 林東清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智勝

文化, 10708 .-- 7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7-047-8 ( 平 裝 ) 

NT$750  

1.管理資訊系統 2.資訊管理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法 : 初學者學

習指南 / 周文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學富文化, 10707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713-55-3 (平裝) 

NT$460  

1.社會科學 2.行為科學 3.研究方法  

501.2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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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 / 盧黎霞, 董洪清主編 .-- 第

三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32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42-6 (平裝) NT$550  

1.統計學  510  

統計學導論 / 方世榮, 張文賢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708 .-- 676

面 ;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602-1-1 (平裝)  

1.統計學  510  

等分線性回歸 : 原理與案例分析 / 潘

文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潘文超, 

10708 .-- 86 面; 26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57-43-5799-4 (平裝)  

1.線性迴歸  511.7  

多變量統計之線性代數基礎 : 應用

SPSS 分析 / 張紹勳, 林秀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79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11-9843-

9 (平裝) NT$89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感 官 檢 查 統 計 分 析  : EXCEL & 

XLSTAT 應用 / 楊士慶, 陳耀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35-

4 (平裝) NT$45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應用統計學 : SPSS & AMOS 範例分

析完全手冊 / 李城忠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7 .-- 29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422-6 (平裝附光碟片) NT$49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教育 

教育哲學導論 / 喬治.奈特著 ; 簡成

熙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4-5 (平裝) NT$350  

1.教育哲學  520.11  

不平等的教育 : 批判教育社會學的

九堂課 / 黃庭康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群學, 10708 .-- 320 面; 15X21 公

分 .-- (社會學叢書 SOC ; 47) .-- ISBN 

978-986-94708-6-5 (平裝) NT$500  

1.教育社會學  520.16  

全球時代中的華人教育模式 / 周祝

瑛, 錫東岳, 魯嬪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709 .-- 450 面; 23 公

分  .-- (教育願景系列  ; 46031) .-- 

ISBN 978-986-191-835-8 ( 平 裝 ) 

NT$500  

1.教育史 2.中國  520.192  

和平之橋 : 暢談人本教育 / 顧名遠, 

池田大作著 ; 劉焜輝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707 .-- 416

面; 21 公分 .-- (對談集 ; 25) .-- ISBN 

978-986-96750-0-0 (平裝) NT$300  

1.教育 2.文集  520.7  

胡果教育語錄 / 胡國強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清涼音, 10707 .-- 2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9-779-9 (平

裝) NT$280  

1.教育 2.文集  520.7  

喚醒夢想.釋放天賦 : 臺灣實驗教育

的另類課程實踐 / 尤淑慧等作 ; 馮朝

霖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

研究院, 10707 .-- 294 面; 23 公分 .-- 

(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系列叢書 ; 6) .-- ISBN 978-

986-05-6442-6 (平裝) NT$300  

1.臺灣教育 2.國民教育 3.教育改革  

520.933  

素養導向的教師共備觀議課 / 劉世

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8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3-8 (平裝) NT$280  

1.教學研究 2.教學法  521.4  

學校最該教什麼? : 直擊 12 種非典

型教育現場 / 劉政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人師系列 ; 9) .-- ISBN 

978-957-13-7484-0 (平裝) NT$350  

1.創造思考教學 2.文集  521.407  

Super 教師的翻轉教室 : 讓孩子的生

命發光 / 曾明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智富,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

分 .-- (風向 ; 102) .-- ISBN 978-986-

96578-2-2 (平裝) NT$300  

1.創造思考教學  521.426  

補救教學 : 關懷弱勢者教育 / 王淑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

9809-5 (平裝) NT$350  

1.補救教學  521.68  

身體就要這樣動! : 0-5 歲幼兒體能

遊戲全集 / 前橋明監修 ; 黃愫芬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708 .-- 272 面; 21X25 公分 .-- ISBN 

978-986-161-587-5 (平裝) NT$450  

1.體育教學 2.幼兒遊戲 3.學前教育  

523.23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 佩佩長知

識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公司, 10708 .-- 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253-2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英語教學 2.學前教育  523.23  

動手做.好好玩 : 談幼兒遊戲中學習 / 

唐富美 , 詹文娟 , 四季文化編輯群

作 .-- 臺中市 : 四季文化, 中市四季

藝術教育基金會, 10707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481-7-0 (平

裝) NT$420  

1.遊戲教學 2.教學方案 3.學前教育  

523.23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 

華都編輯部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708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505-3-3 (平裝附光

碟片)  

1.褓姆 2.考試指南  523.26  

感謝與你相遇,成就生命中共同的美

好 : 我們在臺大附幼的成長故事 / 臺

大附幼教師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709 .-- 208 面; 

17X23 公分 .-- (大好生活 ; 2) .-- ISBN 

978-986-93835-6-1 (平裝) NT$300  

1.臺灣大學附設幼兒園  523.27  

屋頂上的貓 : 素養導向國語文評量

設計實務 / 許育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幼獅, 10709 .-- 272 面; 23 公分 .-- 

(工具書館 ; 12) .-- ISBN 978-986-449-

119-3 (平裝) NT$280  

1.漢語教學 2.教學評量 3.中小學教

育  523.31  

超圖解創意寫作 : 讓孩子輕鬆寫出

好故事 / 凱蒂.戴恩斯, 梅根.卡勒司

文 ; 布萊恩尼.梅.史密斯等圖 ; 鄒嘉

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708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79-525-3 ( 平 裝 ) 

NT$32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小學教學  

523.313  

學霸作文課. 1, 基礎班 : 妙筆生花的

入門功夫 / 江超平, 柳吟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708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5717-2-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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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小學教育  

523.313  

學霸作文課. 2, 中級班 : 下筆如神的

實踐之道 / 江超平, 柳吟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708 .-- 

1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5717-3-9 (平裝)  

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小學教育  

523.313  

學霸作文課. 3, 高級班 : 寫作致勝的

應考關鍵 / 江超平, 柳吟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708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5717-4-6 (平裝)  

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小學教育  

523.313  

こんにちは你好 / 陳淑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708 .-- 

112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35-) .-- ISBN 978-986-96580-6-5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1.日語 2.教材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こんにちは你好 : 教師手冊 / 陳淑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708 .-- 64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

系列 ; 36-) .-- ISBN 978-986-96580-7-2 

(第 1 冊:平裝) NT$100  

1.日語 2.教材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不可思「億」巧克力工廠 / 王文華, 

賴以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1) .-- 

ISBN 978-957-9095-95-2 ( 平 裝 )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怪怪小屋的考驗 / 王文華, 賴以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5) .-- ISBN 978-

957-9095-99-0 (平裝)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金麻雀召集令 / 王文華, 賴以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6) .-- ISBN 978-

986-96742-0-1 (平裝)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春日小學社團日 / 王文華, 賴以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3) .-- ISBN 978-

957-9095-97-6 (平裝)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星球卡爭奪戰 / 王文華, 賴以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4) .-- ISBN 978-

957-9095-98-3 (平裝)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旋風戰鬥陀螺的祕密 / 王文華, 賴以

威文 ; BO2, 楊容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84 面; 26

公分 .--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 2) .-- 

ISBN 978-957-9095-96-9 ( 平 裝 ) 

NT$3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超喜歡!我的第一本趣味數學書. 第 1

級 / 邢書田, 刑治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708 .-- 192 面; 26 公

分 .-- (學習高手 ; 121) .-- ISBN 978-

957-11-9838-5 (平裝) NT$28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數學這樣教 : 國小數學感教育 / 李順

源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8 .-- 7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1-9865-1 (平裝) NT$90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讀+科學 : 科學閱讀教學 36 問 / 黃鴻

博等撰文 ; 胡秀芳主編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07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43-6 (平裝)  

1.科學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6  

*悅樂樂. 音樂性的重要 : 華德福音

樂課程的發展與實踐 / 欣希雅.佛朗

吉羅(Cynthea A. Frongillo)作 ; 李靜宜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台灣華

德福教育協會,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24-0-5 (平

裝) NT$580  

1.音樂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7  

人文藝術議題教育與創新教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18 / Elaine Grace 

Whateley 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藝大藝教所, 10707 .-- 2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6-8 (平

裝)  

1.藝術教育 2.中小學教育 3.文集  

523.3707  

不插電程式設計遊戲. 1 / 洪志連, 申

甲千作 ; 鄧瑾又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文精典 , 10708 .-- 132 面 ; 

21X28 公分 .-- (樂學館 ; 9) .-- ISBN 

978-986-95959-4-0 (平裝) NT$600  

1.電腦教育 2.遊戲教學 3.小學教學  

523.38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 電

腦程式設計與迷你四驅車 : 快樂學

習與實務操作 / 柯玲琴, 何瑞峰作 .-- 

二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 , 

10707 .-- 85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5787-4-5 ( 平 裝 ) 

NT$450  

1.資訊科技 2.小學教學  523.38  

追分好[]迌 / 賴如足, 廖銀秋文字 ; 

楊惠雯繪圖 .-- 臺中市 : 中市追分國

小, 10707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75-7 (平裝)  

1.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  

523.833/117  

傳承一甲子 西溪展風華 : 澎湖縣湖

西鄉西溪國民小學 60 週年校慶專刊 

/ 洪宏蔚主編 .-- 澎湖縣湖西鄉 : 澎

縣西溪國小, 10708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95-5 (精裝)  

1.澎湖縣湖西鄉西溪國民小學  

523.833/141  

不用出門補習,寫好國寫作文不難 / 

汪彤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5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4-9 (平裝) NT$3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國寫一點靈 : 名師解題 x 獨家分析

27 篇大考閱卷評分六等第實戰樣卷 

/ 謝佩芬等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96 面; 23 公分 .-- (Learning ; 

7) .-- ISBN 978-986-96744-1-6 (平裝) 

NT$16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中等教育  

524.313  

國寫作文 / 陳嘉英, 楊孟珠, 謝佩玲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23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31-6 (平裝) NT$3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寫作門診室 / 趙文豪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斑馬線 , 10708 .-- 256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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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X17 公分 .-- ISBN 978-986-96722-1-

4 (平裝) NT$25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中等教育  

524.313  

學霸作文課. 4, 實戰班 : 臨場應試的

不敗祕訣 / 楊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708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17-5-3 

(平裝)  

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等教育  

524.313  

口袋變深術 : 青少年理財入門的 8

堂課 /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9 .-- 10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9-6 

(平裝)  

1.公民教育 2.理財 3.中等教育  

524.35  

迴映誌 : 影像年代下的教育現場 / 陳

藹玲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富邦文

教基金會, 10707 .-- 1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6639-1-5 ( 平 裝 ) 

NT$280  

1.藝術教育 2.媒體教學 3.中等教育  

524.37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程式語言設計 : 

強化邏輯思考力 / 李家同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8 .-- 3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08-5152-6 

(平裝)  

1.資訊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中等

教育  524.375  

作文 100 隨身讀 / 三民英語編輯小

組彙整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9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8-9 (平裝)  

1.英語教學 2.作文 3.中等教育  

524.38  

禮行@北京.com.cn 那年青春正好 / 

中山女高十三屆禮班作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0707 .-- 3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9-9 (平

裝)  

1.中等教育 2.校際交流 3.遊記 4.北

京市  524.39  

啟動高中課程變革 : 十二年國教課

綱的轉化實踐 / 潘慧玲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 

10707 .-- 300 面; 23 公分 .-- (同行:走

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系

列 ; 5) .-- ISBN 978-986-05-6402-0 (平

裝) NT$300  

1.課程研究 2.中學課程  524.4  

高雄女中創校 90 週年專刊 / 高雄女

中校史編輯小組編著 .-- 高雄市 : 高

雄女中, 10707 .-- 1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7-5 (平裝)  

1.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2.歷

史  524.833/131  

主題關注與行動應用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31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6-6-8 (平裝) NT$76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主題關注與行動應用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312 面; 19X26 公分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96716-7-5 (平

裝) NT$48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行動影音與故事人文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4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6-2-0 (平裝) NT$88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行動影音與故事人文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432 面; 19X26 公分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96716-3-7 (平

裝) NT$62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即時新聞與在地社群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53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6-4-4 (平裝) NT$98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即時新聞與在地社群模組 / 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530 面; 19X26 公分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96716-5-1 (平

裝) NT$74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研究計畫  

525.03  

運用反思性遊戲式學習於大學資訊

科系理論課程教學設計與研究 / 楊

孟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7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96-24-9 (平裝)  

1.基礎課程 2.遊戲教學 3.高等教育  

525.31  

正視公民與人性 : 納斯邦哲學思想

研究 / 薛清江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707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90-132-6 ( 平 裝 ) 

NT$370  

1.通識教育 2.人文教育 3.高等教育  

525.33  

自他共好的教育創新與教學實踐 : 

從「閱讀書寫」到「敘事力」養成

教育的創新模組建構與反思 / 陳明

柔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7 .-- 28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43-224-0 (平裝) NT$650  

1.通識教育 2.創新思考教學 3.高等

教育  525.33  

職業倫理與服務學習 : 職涯發展 / 黃

昌誠等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

圖書, 10708 .-- 25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785-0 (平裝)  

1.通識教育 2.職業倫理 3.社會服務 4.

高等教育  525.33  

藝教翻土,藝鄉共學 : 藝鄉人教學手

記 / 吳玉鈴, 蔡昕宜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10707 .-- 2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6-

3 (平裝) NT$300  

1.通識教育 2.藝術教育 3.高等教育  

525.33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

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

屆 / 王彥中等編輯 .-- 新北市 : 景文

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707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99-41-5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管理薪傳 : 教研生涯回顧集 / 潘浙楠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

版 : 成大研發基金會發行, 10709 .-- 

27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5635-39-8 (平裝) NT$350  

1.高等教育 2.學術研究 3.學校管理 4.

文集  525.607  

大學生情緒管理能力與心理健康 / 

王飛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139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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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681-379-5 ( 平 裝 ) 

NT$300  

1.大學生 2.情緒管理 3.心理衛生  

525.619  

讓畢業後的你感謝現在的自己 : 別

等到畢業才後悔:你的未來,明明可以

比別人好 / 鮑金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的文化, 10708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26-77-8 (平裝) 

NT$350  

1.大學生 2.職業輔導  525.619  

校園遇見蘇格拉底 : 臺師大優良導

師輔導故事 / 張少熙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708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69-3 

(平裝) NT$300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師生關係 3.

文集  525.833/101  

*國立中興大學前身 : 農專、高農時

期發展沿革 / 林景淵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 臺北市  : 南天 , 

10707 .-- 314 面; 39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0-0 (精裝) NT$860  

1.國立中興大學 2.歷史  

525.833/115  

全國輔導工作績優案例彙編手冊 . 

107 年度 / 朱育萱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10707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77-1 (平裝) NT$265  

1.教育輔導 2.學校輔導  527.4  

課後照顧活動與環境規劃 / Linda J. 

Armstrong, Christine A. Schmidt 作 ; 

周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 107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7-106-5 (平裝) NT$360  

1.課外輔導 2.學習輔導  527.44  

友好行為 : 給教師與家長終結霸凌

的八把金鑰 / Signe Whitson 著 ; 林靜

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0708 .-- 23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191-834-1 (平裝) NT$260  

1.校園霸凌 2.網路霸凌  527.47  

孕父日記 / 朱利昂.布隆-葛哈(Julien 

Blanc-Gras)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

分 .-- (野放 ; 2) .-- ISBN 978-957-

8630-59-8 (平裝)  

1.親子關係 2.通俗作品  528.2  

在孩子 6 歲前翻開這本書 / 腦科學&

兒童教育委員會著 ; 王慧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708 .-- 

264 面; 23 公分 .-- (Super kid ; 5) .-- 

ISBN 978-986-381-189-3 ( 平 裝 ) 

NT$390  

1.家庭教育 2.健腦法  528.2  

在挫折的背後遇見真正的自己 / 唐

學芬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老樹創

意出版中心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707 .-- 248 面; 15X21 公分 .-- (New 

century ; 68) .-- ISBN 978-986-6297-93-

9 (平裝) NT$230  

1.親職教育 2.挫折  528.2  

兒童情緒教養 / 高金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7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1-9844-6 (平裝) 

NT$330  

1.親職教育 2.情緒教育  528.2  

孩子的未來,決定在每天的小習慣! / 

田嶋英子著 ;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幸福綠光, 10708 .-- 192 面; 

15X21 公分 .-- (新心靈與愛 ; 41) .-- 

ISBN 978-986-96576-5-5 ( 平 裝 ) 

NT$280  

1.家庭教育 2.子女教育 3.習慣  

528.2  

孩子的怪獸 / 邱德宏, 張靜茹文 ; 邱

慶淩, 邱慶越, 邱慶价繪 .-- 初版 .-- 

苗栗縣通霄鎮 : 宏擘管理顧問出版 : 

二郎房文創發行, 10708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0023-7-0 (平

裝) NT$120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挫折教育 : 讓孩子未來成功的阻礙

減至最低 / 童雪婷著 .-- 新北市 : 大

智文化,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父母,傷腦筋 ; 11) .-- ISBN 978-986-

96552-3-1 (平裝) NT$280  

1.親職教育 2.挫折  528.2  

陪你一起長大 / 林瑤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709 .-- 288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280-5-1 (平裝) NT$33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華德福慢養教育 / 金.約翰.培恩(Kim 

John Payne)著 ; 舒靈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樹文化出版 ; 新北市 : 遠足

文化發行, 10708 .-- 240 面; 17X23 公

分 .-- (華德福全人教育 ; 14) .-- ISBN 

978-986-5837-90-7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跟德國爸爸輕鬆學 : 從 33 個親子互

動妙招,學習陪伴的教養 / 拉爾夫.凱

斯帕(Ralph Caspers), 烏爾里希.霍夫

曼(Ulrich Hoffmann)作 ; 賴雅靜, 黃秀

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

意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4-2-

3 (平裝) NT$36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請進!餐桌上聊教養 / 宋明琪, 蔡怡

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710 .-- 304 面 ; 

17X22 公分 .-- ISBN 978-986-96308-5-

6 (平裝) NT$420  

1.親職教育 2.飲食  528.2  

繪本小學堂 : 與 0-6 歲孩子悅讀 / 葉

嘉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工具書

館 ; 13) .-- ISBN 978-986-449-120-9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閱讀  528.2  

永續發展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8 年 /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

院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

永續教育學院, 10707 .-- 5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358-60-9 (平

裝)  

1.成人教育 2.終身教育 3.文集  

528.4407  

與聖同行 : 生命工作者的自我修煉

之道 / 龔萬侯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市 家 庭 情 緒 智 商 發 展 協 會 , 

107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35-1-6 (平裝) NT$280  

1.生命教育 2.文集  528.5907  

休閒運動概論 / 徐欽賢等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7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497-4 (平裝) NT$300  

1.運動 2.休閒活動  528.9  

教練領導行為方式、選手團隊組織

承 諾 與訓 練滿 意度 結構方 程 模式

(SEM)系列研究 / 陳律盛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 10707 .-- 75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930-7-9 (平裝)  

1.運動心理 2.教練 3.田徑運動  

528.9014  

大學學生體育課興趣選項教學品質、

考量因素、場地設備、學習成效、

學習滿意度系列之研究  / 陳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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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 

10707 .-- 20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930-8-6 (平裝)  

1.體育教學 2.教學研究  528.923  

超越重力 / 史蒂文.洛作 ; 林貴福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冊 .-- ISBN 978-986-377-417-

4 (下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

986-377-416-7 (上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986-377-418-1 (全套:平裝) 

NT$1300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3.體適能  

528.923  

跑山 : 12 條跑者修煉之路,挑戰土坡、

水徑、山梯、峽谷多樣地形 / 曾尉

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708 .-- 16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

292-1 (平裝) NT$350  

1.賽跑 2.馬拉松賽跑 3.運動訓練  

528.9464  

圖解馬拉松入門 : 60 個馬拉松跑者

不可不知的跑步姿勢 / みやすのん

き著 ; 元子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75-752-7 (平裝)  

1.馬拉松賽跑 2.運動訓練 3.姿勢  

528.9468  

最強超慢跑法 : 無壓力跑步 短期內

獲得成效的科學式訓練 / 田中宏曉

著 ; 高慧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710 .-- 256 面; 16X23 公分 .-- 

(知的! ; 137) .-- ISBN 978-986-443-

488-6 (平裝) NT$290  

1.慢跑 2.運動訓練  528.9469  

世界盃足球史 / 傑拉德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5-

754-1 (平裝)  

1.足球 2.歷史 3.運動競賽  528.951  

NBA 嘴 砲聖 經  / 舒 .塞拉諾 (Shea 

Serrano)著 ; 威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708 .-- 256 面; 18X22 公分 .-- 

ISBN 978-986-477-517-0 ( 平 裝 ) 

NT$500  

1.職業籃球 2.美國  528.952  

52 週網球 4.0 養成訓練 / 謝麗娟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 , 

10708 .-- 18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930-9-3 (平裝)  

1.網球  528.953  

*羽球規則型教學計分板  / 王忠茂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707 .-- 1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122-9-2 (平裝)  

1.羽毛球  528.959  

ERDI 緊急應變潛水員. 1, 教練手冊 : 

公 共 安 全 潛 水 的 緊 急 應 變 作 業  / 

Michael Glenn 作 ; Pauline Hsu 譯 .-- 

嘉義市 : 捷你爾, 10709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36-8-3 (平

裝)  

1.潛水  528.962  

ERDI 緊急應變潛水員. 1, 操作手冊 : 

緊急應變潛水員維護公共安全的必

要程序和要求 / Michael Glenn 作 ; 

John Fang, Ricky Lu 授權編譯 .-- 嘉義

市 : 捷你爾, 10709 .-- 3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811-1-7 (平裝)  

1.潛水  528.962  

TDI 技術潛水入門 : 理論、工具和

技巧概覽 / Frank Krzeszowski 作 ; 

Pauline Hus 中文翻譯 .-- 嘉義市 : 捷

你爾, 107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11-0-0 (平裝)  

1.潛水  528.962  

千手擒拿韓慶堂 : 武林啟示錄 / 韓基

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

化, 10708 .-- 290 面; 26 公分 .-- (武系

列 ; A146) .-- ISBN 978-986-96090-2-9 

(平裝) NT$480  

1.韓慶堂 2.傳記 3.武術  528.97  

拳劍指南 / 國術研究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709 .-- 205 面; 

21 公分 .-- (老拳譜新編 ; 39) .-- ISBN 

978-986-346-221-7 (平裝) NT$230  

1.拳術 2.劍術 3.器械武術  528.97  

鐵胳臂王松亭 / 林昌湘作 .-- 初版 .-- 

新 北 市  : 道 生 中 國 兵 器 博 物 館 , 

10708 .-- 1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0641-5-6 (平裝) NT$500  

1.王松亭 2.傳記 3.武術  528.97  

內家心意功夫的感知與修煉 / 孫保

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

化, 10708 .-- 314 面; 21 公分 .-- (武系

列 ; A538) .-- ISBN 978-986-96090-1-2 

(平裝) NT$38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太極拳的科學觀 / 馬承九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7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444-2 

(平裝)  

1.太極拳  528.972  

太極拳的基本原理與精神 / 陳柏源

作 .-- 臺中市 : 陳柏源, 10709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3-2 

(平裝) NT$300  

1.太極拳  528.972  

車氏樊系形意拳 / 王銀輝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709 .-- 282 面; 

21 公分 .-- (形意.大成拳系列 ; 8) .-- 

ISBN 978-986-346-222-4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40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教門長拳 / 蕭京凌編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大展, 10709 .-- 220 面; 21 公

分 .-- (武術特輯 ; 4) .-- ISBN 978-986-

346-223-1 (平裝) NT$33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好多好多第一次 : 10 個 teenagers 公

費留美一年的見聞  / 田羅穎堂等

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府 , 

107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9-4 (平裝)  

1.留學生 2.學生生活 3.美國  

529.2652  

僑教研究. 第三輯 : 僑教理論實踐與

發展 / 吳忠信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書林, 10707 .-- 360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445-800-4 (平裝) 

NT$350  

1.華僑教育 2.文集  529.307  

陪伴 : 總統教育獎推手陳蔚綺的愛

與教育 / 陳蔚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故事出版 : 聯合報系文化發行,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21-2-3 (平裝) NT$320  

1.陳蔚綺 2.傳記 3.特殊教育教師  

529.5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論與實踐 / 胡

永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708 .-- 35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191-833-4 (平裝) NT$380  

1.特殊教育 2.個別化教學  529.6  

資源班的積木教學發展方案 / 李姿

瑩等作 .-- 臺北市 : 北市大特教中心, 

10707 .-- 157 面; 21 公分 .-- (特殊教

育叢書 ; 132) .-- ISBN 978-986-05-

6381-8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學法  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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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調皮,只是需要被了解 / 司馬理

英子作 ; 黃瓊仙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710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842-16-8 

(平裝)  

1.特殊兒童教育 2.過動症 3.親職教

育  529.68  

禮俗；民族學 

文廟祀典禮器樂舞錄  / 黃家聘編

校 .-- 再版 .-- 臺北市 : 皇極, 10707 .-- 

86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88579-3-3 (平裝) NT$600  

1.祭孔 2.禮器  533.3  

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 / 莊英章, 黃宣

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民

族所, 10707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5-6335-1 ( 精 裝 ) 

NT$300  

1.客家 2.民族研究 3.民族文化 4.文

集  536.21107  

節日故事 / 陳俐妤編著 ; 久久童画工

房繪圖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709 .-- 96 面; 16X17 公分 .-- (故事

小百科 ; 3)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29-429-9 (精裝附光碟片)  

1.節日 2.通俗作品  538.5  

節氣,就在你的基因裡 : 跟著中國氣

象先生享受自然科學感知力 / 宋英

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0708 .-- 384 面; 22 公分 .-- (alive ; 

10) .-- ISBN 978-986-7778-34-5 (平裝) 

NT$500  

1.節氣 2.中國  538.59  

百年飯桌 / 李廼澔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寫樂文化, 10708 .-- 272 面; 

17X23 公分 .-- (我的檔案夾 ; 34) .-- 

ISBN 978-986-95611-5-0 (平裝)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538.7  

歷史料理時光機 / 遠藤雅司著 ; 蔡婷

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17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261-9 (平裝) NT$32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食譜  538.7  

餐桌上的地理課 / 陳曉玲, 林峻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

6460-2 (平裝)  

1.飲食 2.文化 3.文集  538.707  

餐桌上的世界史 / 宮崎正勝著 ; 陳柏

瑤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全新插畫

版 .-- ISBN 978-957-8630-63-5 (平裝)  

1.飲食風俗 2.世界史  538.78  

漢餅 / 徐宗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708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77-513-2 ( 精 裝 ) 

NT$1200  

1.飲食風俗 2.食譜 3.中國  538.782  

壽司物語 : 內行人才知道的壽司美

味與文化 / 宮尾繁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56) .-- ISBN 978-957-13-7487-1 (平裝) 

NT$300  

1.飲食風俗 2.日本  538.7831  

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 二 / 黃美英等

作 ; 温宗翰, 洪瑩發, 楊玉君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 10707 .-- 

320 面; 17X23 公分 .-- (豐饒民俗 ; 

2) .-- ISBN 978-986-93337-8-8 (平裝) 

NT$420  

1.民俗 2.臺灣文化 3.文集  

538.83307  

社會學 

逐底競爭 : 低薪、超時工作、房價

高漲,我們該如何不墜入下流社會? / 

山田昌弘著 ; 黃雅慧譯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64-56-6 (平裝) 

NT$300  

1.社會 2.日本  540.931  

在行李提領處等候的女孩 : 東西文

化差異新論 / 任璧蓮(Gish Jen)著 ; 黃

中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37-9 (平裝)  

1.東西方關係  541.28  

AI 新世界 : 中國、矽谷和 AI 七巨人

如何引領全球發展 / 李開復(Kai-Fu 

Lee)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707 .-- 384 面; 15X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645) .-- ISBN 

978-986-479-524-6 (平裝) NT$500  

1.資訊社會 2.人工智慧 3.產業發展  

541.415  

專業之死 : 為何鄙視專業知識成為

社會主流,以及我們將因此面臨怎樣

的危機? / 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

著 ; 鄭煥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344 面; 21 公分 .-

- (臉譜書房 ; FS0094) .-- ISBN 978-

986-235-687-6 (平裝) NT$380  

1.資訊社會 2.知識社會學  541.415  

大開眼界 : 趨勢報告書 / 劉維公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吳文舍明日聚

場, 10708 .-- 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6568-74-9 (精裝)  

1.未來社會 2.趨勢研究 3.虛擬實境  

541.49  

怪咖宣言 / 莉迪婭.約克娜薇琪(Lidia 

Yuknavitch)著 ; 施婉清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709 .-- 

256 面; 13X19 公分 .-- (新視野 ; 29) .-

- ISBN 978-986-398-364-4 ( 平 裝 ) 

NT$300  

1.社會互動 2.社會心理學  541.6  

重新與人對話 : 迎接數位時代的人

際考驗,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法 /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著 ; 洪慧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7 .-- 512 面; 15X21 公分 .-- (Next ; 

248) .-- ISBN 978-957-13-7481-9 (平裝) 

NT$480  

1.人際關係 2.社會互動  541.76  

培育領導 101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徐愛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707 .-- 1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36-8-7 

(平裝) NT$200  

1.領導統御  541.776  

進擊的日本地方刊物 / 影山裕樹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

化實驗室,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6223-5-6 ( 平 裝 ) 

NT$320  

1.大眾傳播 2.日本  541.83  

當時尚不只是時尚 : 18 堂巴黎時尚

職 人 的 風 格 養 成 與 品 味 練 習 課  / 

Angèle Rincheval Hernu 作 ; 黃琪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3-7491-8 (平裝) NT$420  

1.時尚 2.女性 3.法國巴黎  541.85  

救援 / 大衛.米勒班(David Miliband)

著 ; 李祐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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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 10708 .-- 200 面; 13X19 公

分 .-- (新視野 ; 28) .-- ISBN 978-986-

398-357-6 (平裝) NT$200  

1.難民 2.國際合作 3.國際政治  

542.277  

生活需要儀式感 / 李思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38) .-- ISBN 

978-986-133-664-0 (平裝) NT$290  

1.生活方式 2.生活態度 3.生活指導  

542.5  

行業研究方法與案例 / 潘曦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1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76-1 (平裝) NT$300  

1.行業 2.研究方法 3.中國  542.7  

不升遷也可以 : 重新定義自己的前

途,6 種職涯延伸讓工作更快樂 / 貝

芙.凱伊(Beverly Kaye), 琳蒂.威廉斯

(Lindy Williams), 琳恩.科渥特(Lynn 

Cowart)作 ; 林宜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17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5-

0 (平裝)  

1.職業輔導 2.生涯規劃  542.75  

職涯升學規劃與心靈對談 / 賀冠群, 

廖勇誠, 小林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鑫富樂文教, 107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3065-6-0 (平裝) 

NT$325  

1.職業輔導  542.75  

為什麼父母的愛令人痛苦 : 完美的

親子關係只是幻想 / 信田佐代子作 ; 

邱顯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銷售顧

問金典 ; 99) .-- ISBN 978-957-8799-

34-9 (平裝) NT$260  

1.家庭關係 2.家庭溝通 3.親子關係  

544.1  

20 歲小狼.50 歲老獅 : 父子世紀的

Men's Talk / 謝文憲, 謝易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7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477-510-1 (平裝) NT$330  

1.父親 2.親子關係 3.親子溝通  

544.141  

一切都從朱丹灣開始 : 雲林曲水園

鄭家話舊 / 鄭正浩作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吳 三 連 臺 灣 史 料 基 金 會 , 

10708 .-- 441 面; 15X21 公分 .-- (你的

故事.咱的歷史 ; 1) .-- ISBN 978-986-

96531-2-1 (精裝) NT$500  

1.鄭氏 2.家族史 3.臺灣傳記 4.雲林

縣斗六市  544.2933  

當我成為我們 : 愛與關係的 36 種可

能 / 陳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708 .-- 264 面; 15X21 公

分 .-- (文學叢書 ; 571) .-- ISBN 978-

986-387-253-5 (平裝) NT$280  

1.戀愛 2.文集  544.3707  

一個人也能完整 / 李淑明作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710 .-- 

296 面; 15X21 公分 .-- (美麗田 ; 

161) .-- ISBN 978-986-179-538-6 (平裝) 

NT$350  

1.獨身 2.生活指導  544.386  

超單身社會 / 荒川和久著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601 種)(TOPIC 話題書 ; 19) .-- 

ISBN 978-986-96416-7-8 (平裝)  

1.婚姻社會學 2.獨身  544.386  

性、高跟鞋與吳爾芙 : 一部女性主

義論戰史 / 施舜翔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 10708 .-- 320 面; 21 公

分 .-- (Open ; 2) .-- ISBN 978-957-05-

3156-5 (平裝) NT$380  

1.女性主義 2.性別研究 3.文化研究  

544.52  

峰迴 .路轉 : 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

命,1920-1930 / 柯惠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9 .-- 360 面; 

21 公分 .-- (歷史.中國史) .-- ISBN 

978-957-05-3159-6 (平裝)  

1.女權 2.女性運動 3.中國史  544.54  

我們都曾在愛裡受傷,但沒關係慢慢

地總會好 / 卓苡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 10709 .-- 256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75-753-

4 (平裝)  

1.兩性關係 2.戀愛  544.7  

我每天都想離職 : 終身職不存在!不

當社畜,培養隨時可離職的工作體質 

/ 朴英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208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40) .-- ISBN 978-986-344-581-4 (平裝) 

NT$280  

1.退休 2.職業流動 3.生涯規劃 4.生

活指導  544.83  

高齡友善空間與輔具應用 / 蔡淑瑩

等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3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10-8 (平裝) NT$420  

1.老人福利 2.科技輔具  544.85  

跨世代心靈悸動 : 大同福樂學堂老

少共學記述 / 吳文正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707 .-- 126 面; 24 公

分 .-- (大同日照叢書 ; 3) .-- ISBN 

978-957-732-568-6 (平裝) NT$330  

1.老人養護 2.日間照護 3.文集  

544.8507  

*安居樂業 雲林驚艷 : 雲林縣社區規

劃師輔導型計畫成果手冊. 106 年度 

/ 林沂品 ,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10707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5732-9 (平裝) NT$380  

1.社區總體營造 2.雲林縣  

545.0933/123  

都市發展策略與診斷 : 運用中醫理

論解決城市問題 / 李淳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823-

1 (平裝) NT$280  

1.都市發展  545.1  

偉大城市的二次誕生 : 從紐約公共

空間的凋零與重生,探尋以人為本的

街道設計和智慧運輸 / 珍妮特.薩迪

可罕(Janette Sadik-Khan), 賽斯.索羅

門諾 (Seth Solomonow)作  ; 高子梅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32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FS0094) .-- ISBN 978-986-235-

689-0 (平裝) NT$350  

1.都市計畫 2.都市發展 3.美國紐約

市  545.14  

二空新村 禮讚 / 劉國珠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一印刷影印行, 10707 .-- 

29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2543-5-9 (平裝) NT$650  

1.眷村 2.人文景觀 3.臺南市仁德區  

545.4933  

海軍眷村文物的故事 / 康曼德作 .-- 

高雄市 : 袁英麟, 10708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4-9 (平

裝) NT$700  

1.眷村 2.文物 3.高雄市左營區  

545.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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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陳志宏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707 .-- 3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43-3 

(平裝) NT$800  

1.聚落 2.歷史性建築 3.老街 4.臺南

市新化區  545.4933  

如此人生 / 林立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0707 .-- 320 面; 21 公

分 .-- (Vision ; 162) .-- ISBN 978-986-

406-128-0 (平裝) NT$350  

1.勞動階級 2.勞工 3.文集  546.1707  

當代弱勢議題 / 劉從葦等著 .-- 初

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中正大學政治

系, 107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0-1 (平裝) NT$300  

1.弱勢族群 2.文集  546.5607  

NPO 不能說的祕密 / 陳明里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2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269-9 (平裝) 

NT$300  

1.非營利組織 2.通俗作品  546.7  

世界暗黑真相 : 歷史產生了陰謀,還

是陰謀造就了歷史? / 海野弘著 ; 鄭

景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58-7-6 (平裝) NT$380  

1.祕密會社 2.歷史  546.909  

夢想 /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向日

葵志 工隊 暨麗 心園 繪本 團體 成員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嘉南療養院, 

107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30-6 (平裝)  

1.志工 2.繪本  547.16  

因應家庭功能弱化之兒少照顧策略 : 

政府之委託服務 / 曾儀芬撰 .-- 高雄

市 : 愛智, 10707 .-- 1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608-515-4 ( 平 裝 ) 

NT$250  

1.兒童福利 2.少年福利  547.51  

社政法典 / 張庭編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一品, 10708 .-- 10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6488-4-4 (平裝) 

NT$500  

1.社會福利法規 2.社會政策  547.7  

社會法之理論與應用 / 鍾秉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7 .-- 288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89-7 (第 1 冊:平裝) NT$350  

1.社會福利法規 2.論述分析  547.7  

我的身體,我作主! : 兒童身體安全教

育 指 南  / 詹 妮 . 桑 德 斯 (Jayneen 

Sanders)文 ; 楊佳諭, 陳若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09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11-848-

1 (平裝) NT$280  

1.兒童保護 2.性侵害 3.安全教育  

548.13  

廢墟少年 : 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

子們 / 報導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709 .-- 272 面; 

15X21 公分 .-- (島嶼新書 ; 35) .-- 

ISBN 978-986-96817-6-6 ( 平 裝 ) 

NT$350  

1.兒童保護 2.青少年問題 3.社會工

作  548.13  

*「從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到一般職

場轉銜輔導工作手冊」的研發與實

證 / 吳明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

蘆圖書, 10707 .-- 13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758-0-2 (平裝) 

NT$200  

1.身心障礙者 2.就業輔導  548.2  

中國巨災補償基金運作機制研究 / 

潘席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9 .-- 21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59-4 ( 平 裝 ) 

NT$400  

1.災難救助 2.基金 3.中國  548.31  

日常的中斷 : 人類學家探尋生命意

義的天災啟示錄 / 黃奕瀠著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54-27-3 (平裝) NT$320  

1.賑災 2.災後重建  548.31  

重建韌性 : 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 / 

Daniel P. Aldrich 著 ; 林經桓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707 .-- 3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0-5 (平裝) NT$380  

1.賑災 2.災後重建 3.社會資本  

548.31  

災難救援、安置與重建 / 林萬億等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8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22-4 (平裝) NT$980  

1.災難救助 2.災後重建 3.文集  

548.3107  

曠野中的天堂  / 博伊德瓦提(Boyd 

Varty)著 ; 傅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

分 .-- (earth ; 18) .-- ISBN 978-957-13-

7490-1 (平裝) NT$380  

1.野生動物保育 2.南非共和國  

548.38  

讓牠活下去 : 台灣收容所「零撲殺」

紀實 / 田智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動督盟, 10708 .-- 29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03-0-1 ( 平 裝 ) 

NT$320  

1.動物保育 2.臺灣  548.38  

為愛重生 : 找尋希望的翅膀 / 蘇在沅

著 ; 陳聖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暖

暖書屋文化, 10708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748-1-2 (平裝) 

NT$260  

1.性侵害 2.兒童保護 3.心理治療  

548.544  

偵訊技巧、筆錄製作與移送實務 / 

何招凡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1-4 (平裝) NT$450  

1.偵查 2.刑事偵察  548.641  

哈伯馬斯的民主理論 / 黃瑞祺, 陳閔

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708 .-- 209 面; 15X21 公分 .-- (允晨

叢刊 ; 158) .-- ISBN 978-986-96222-9-

5 (平裝) NT$300  

1.哈伯馬斯(Habermas, Jurgen, 1929- ) 

2.學術思想 3.民主理論  549.211  

經濟 

西方經濟學 / 肖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23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07-8 (平裝) 

NT$400  

1.經濟學  550  

基礎經濟學 / 毛慶生等合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708 .-- 40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2-4-

2 (平裝)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毛慶生等合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華泰, 10708 .-- 6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2-3-5 (平

裝)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的終極基礎 : 經濟學方法論 / 

路 德 維 希 . 馮 . 米 塞 斯 (Ludwig von 

Mises)作 ; 謝宗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9 .-- 248 面; 15X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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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31) .-- ISBN 

978-957-11-9856-9 (平裝) NT$350  

1.經濟學 2.實證主義  550  

經濟學原理 / 吳聰敏著 .-- 3 版 .-- 臺

北市 : 吳聰敏出版 : 雙葉書廊總經銷, 

10708 .--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08-3 (平裝) NT$790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概要 / 毛慶生等合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708 .-- 3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2-5-

9 (平裝)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概論 / 吳聰敏作 .-- 2 版 .-- 臺

北市 : 吳聰敏發行 : 雙葉書廊總經銷, 

10708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07-6 (平裝) NT$480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概論 / Robert H. Frank 等著 ; 

魏國棟, 簡明哲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格羅希爾, 10709 .-- 450 面; 26

公分 .-- (經濟叢書 ; E019) .-- ISBN 

978-986-341-399-8 (平裝)  

1.經濟學  550  

百辯經濟學 : 為娼妓、皮條克、毒

販、吸毒者、誹謗者、偽造貨幣者、

高利貸業者、為富不仁的資本家......

這些「背德者」辯護 / 瓦特.布拉克

(Walter Block)著 ; 齊立文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336 面; 21 公分 .-- (經濟趨勢 ; 66) .-- 

ISBN 978-986-96244-6-6 ( 平 裝 ) 

NT$380  

1.經濟理論 2.經濟自由化 3.社會倫

理  550.1  

經濟博弈與應用 / 張照貴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89-4 (平裝) NT$400  

1.經濟學 2.博奕論  550.16  

<<資本論>>思想、原理及其當代價

值 / 許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7 .-- 1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298-9 ( 平 裝 ) 

NT$350  

1.資本論 2.研究考訂  550.1863  

社會經濟統計學 : 原理與 Excel 應用

案例分析 / 唐金華等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35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55-6 (平裝) NT$600  

1.計量經濟學  550.19  

經濟數學基礎 / 王國政, 趙坤銀, 王

萬禹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7 .-- 21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297-2 ( 平 裝 ) 

NT$350  

1.經濟數學  550.191  

經濟數學進階 / 王國政, 趙坤銀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90-0 (平裝) NT$300  

1.經濟數學  550.191  

紀念劉大中先生學術演講集. 第四冊 

/ 簡錦漢, 許嘉棟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劉大中基金會, 10707 .-- 28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1527-2-

4 (平裝)  

1.經濟學 2.文集  550.7  

世界不平等報告. 2018 / 阿瓦列多

(Facundo Alvaredo)等作 ; 劉道捷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

化, 10708 .-- 400 面; 16X23 公分 .-- 

(藍書系 ; 28) .-- ISBN 978-986-96435-

7-3 (平裝) NT$480  

1.收入 2.分配 3.經濟史  550.9  

公共經濟學 / 臧文君, 張超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0-1 (平裝) NT$200  

1.公共經濟學  551  

大師眼中的金錢 : 財富的倫理 / 葉仁

昌著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708 .-- 

512 面; 15X23 公分 .-- (世界公民 ; 

94)(未 來的 . 全人 類 觀點 ) .-- ISBN 

978-986-360-116-6 (平裝) NT$560  

1.財富 2.經濟學  551.2  

國際經濟學 / 任治君, 昊曉東主編 .-- 

第 三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3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8-7 (平裝) NT$550  

1.國際經濟  552.1  

國際經貿發展與趨勢 / 李政德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08-5 (平裝) NT$470  

1.經貿關係 2.國際貿易 3.文集  

552.107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論文集. 2018 /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國企系, 10708 .-- 8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70-2-9 (平裝)  

1.國際經濟 2.國際貿易 3.文集  

552.107  

地方創生 2.0 / 神尾文彥, 松林一裕

著 ; 王瑜琮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708 .-- 250 面; 21 公分 .-- 

(人與土地 ; 11) .-- ISBN 978-957-13-

7492-5 (平裝)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日本  

552.31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三 / 陳

添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9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3-993-1 (平裝) NT$450  

1.臺灣經濟 2.政治經濟 3.經濟史  

552.339  

無條件基本收入 / 安妮.勞瑞(Annie 

Lowrey)著 ; 許景理, 邱琬君, 簡秀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684) .-- ISBN 978-986-477-289-6 (平裝) 

NT$350  

1.經濟政策 2.收入 3.貧窮  553  

台灣的明天 : 公共建設與國土規劃

的思考 / 彭宗平, 李知昂, IC 之音聯

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39-3 (平裝) NT$450  

1.公共建設 2.國土規劃 3.文集 4.臺

灣  553.12  

智慧財產權入門 / 趙晉枚等合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51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85-9 (平裝) NT$550  

1.智慧財產權  553.4  

氣體燃料相關產業之案例彙編 / 公

平交易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707 .-- 126

面; 26 公分 .-- (宣導系列) .-- ISBN 

978-986-05-6399-3 (平裝) NT$200  

1.公平交易法 2.天然氣  553.433  

智慧財產權概論 / 徐振雄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320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

430-430-1 (平裝) NT$370  

1.智慧財產權 2.法規  553.433  

大股東行為、資本市場效率與公司

財務決策 / 吳戰篪著 .-- 第一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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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6-4 (平

裝) NT$350  

1.上市公司 2.財務管理  553.9  

實用土地法精義 / 楊松齡著 .-- 1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0-7 

(平裝) NT$500  

1.土地法規  554.133  

不動產投資與實務  / 王南喻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21-4 (平裝) NT$460  

1.不動產業 2.投資管理  554.89  

不動產估價體系 / 許文昌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7 .-- 39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7-87-

3 (平裝) NT$420  

1.不動產 2.不動產業  554.89  

不動產經營管理策略  / 柯伯煦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32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4-9 (平裝) NT$470  

1.不動產業  554.89  

靠投資,每月收入多 5 萬 / 張凱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107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40-8-2 (平裝) NT$25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台灣的明天 : 基礎產業、服務業與

文創產業的思考 / 彭宗平, 李知昂, 

IC 之音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38-6 ( 平 裝 ) 

NT$450  

1.產業 2.服務業 3.文化產業 4.臺灣  

555.07  

科專小六法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編著 .--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資

策會, 10709 .-- 480 面; 15 公分 .-- (經

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成果) .-- ISBN 

978-957-581-760-2 (精裝) NT$500  

1.工業法規  555.433  

勞動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研

究. 2016 年 / 謝曼麗, 許修鴻著 .-- 1

版  .-- 新 北 市  : 勞 動 部 勞 研 所 , 

107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277-4 (平裝) NT$200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營造業之感電原因與預防手冊 / 蘇

文源, 鄭世岳, 蔡一主著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7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5-1 

(平裝) NT$150  

1.職業災害 2.工業安全  555.56  

*舊港新灣 : 打狗港濱戲獅甲 / 王御

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 

高雄市 : 高市都發局, 10707 .-- 3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630-58-

1 (平裝) NT$450  

1.工業史 2.高雄市  555.933/131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 

因應物聯網與巨量數據發展,我國勞

動市場與人才培育策略研究 / 劉佳

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孫運璿基金

會, 10707 .-- 4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416-4-3 (平裝)  

1.勞動市場  556  

週末的快樂效應 : 不被超時工作與

忙亂瑣事綁架 ,順利切換「假日模

式」,找回久違的週休生活 / 卡特里

娜.翁斯塔(Katrina Onstad)著 ; 胡琦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68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

問 ; 321) .-- ISBN 978-957-13-7496-3 

(平裝) NT$380  

1.勞工生活 2.生活指導  556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相關法

規彙編 / 國家發展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發會, 10706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0-

7 (平裝) NT$100  

1.勞動法規  556.84  

勞工問題,有解嗎? / 謝政達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藍海文化, 10708 .-- 

176 面; 16X23 公分 .-- ISBN 978-986-

6432-91-0 (平裝) NT$300  

1.勞工行政 2.勞動問題  556.84  

勞動基準法 / 陳旻沂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0709 .-- 300 面; 21 公

分 .-- (新白話六法系列 ; 11) .-- ISBN 

978-986-451-141-9 (平裝) NT$300  

1.勞動基準法  556.84  

進擊的上班族之職場法律 27 招 / 蔡

晴羽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8 .-- 290 面; 17X23 公分 .-- (說好

LAW ; 8) .-- ISBN 978-986-295-864-3 

(平裝) NT$400  

1.勞動基準法 2.論述分析  556.84  

我國汽車貨運產業導入績效運籌模

式之研究 : 以貨車租賃為例 / 蘇雄義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

所, 10708 .-- 5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71-6 (平裝) NT$660  

1.運輸管理 2.貨運 3.績效評估  557  

我國國家運輸物流競爭力指標系統

之建立 / 林大傑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708 .-- 3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72-3 

(平裝) NT$450  

1.運輸管理 2.物流管理  557  

旅運時空資料分析與公共運輸服務

應用發展計畫 / 王晉元等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運 研 所 , 

10708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70-9 (平裝) NT$32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557  

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 / 余子鵬, 蔡小

勇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7 .-- 2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04-7 (平裝) NT$450  

1.運輸管理 2.物流管理 3.貨物保險  

557  

機車操作手冊 / 美國機車安全基金

會(Motorcycle Safety Foundation)主編 ; 

呂紹榕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呂紹榕, 

10707 .-- 53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81-9 (平裝)  

1.交通安全 2.機車駕駛  557.16  

郵史研究. 第三十五期 / 林茂興主

編 .-- 臺北市 :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107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010-1-5 (精裝) NT$1000  

1.集郵 2.歷史 3.期刊  557.64505  

匯流、治理、通傳會論文集 / 彭芸, 

葉志良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風雲

論壇, 10708 .-- 344 面; 23 公分 .-- (傳

播學叢書 ; 76) .-- ISBN 978-986-6893-

89-6 (平裝) NT$400  

1.傳播法規 2.電信法規 3.論述分析 4.

文集  557.7107  

莒光園地 : 你我共同的軍旅回憶 / 周

宜慶, 郭文君, 張菀倫採訪 ; 王憲文, 

周宜慶, 郭文君編輯 .-- 臺北市 : 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 10708 .-- 25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1-

3 (精裝) NT$500  

1.電視節目製作 2.國防教育  

557.776  

大吉嶺 : 眾神之神、殖民貿易,與日

不落的茶葉帝國史 / 傑夫.寇勒(Jeff 

Koehler)著 ; 游淑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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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416 面; 

21 公分 .-- (歷史選書 ; 69) .-- ISBN 

978-986-344-582-1 (平裝) NT$480  

1.國際貿易史 2.茶葉 3.印度  

558.09371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 / 劉敏, 顧磊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4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6-5 (平裝) NT$750  

1.國際貿易 2.中國  558.52  

國際商務 / 李軍, 謝長春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09-2 (平裝) NT$450  

1.國際貿易  558.7  

國際商貿英語實務 / 王可, 鄒勇主

編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26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296-5 (平裝) NT$450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務 / 鄭義暉, 林麗琬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 

10708 .-- 39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26-3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 張錦源, 康蕙芬

著 .-- 修訂十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9 .-- 5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6-5 (精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創業百年紀

念特刊 / 吳政翰, 陳慧芬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三信, 107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84-0-7 

(平裝)  

1.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559.5  

財政；金融；投資 

財政與稅收 / 鐘大輝, 楊光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5-6 (平裝) NT$550  

1.財政學 2.稅收  560  

貨幣銀行學 : 理論與實務 / 楊雅惠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

6446-6 (平裝)  

1.貨幣銀行學  561  

戰後臺灣的金融改革與發展 / 劉素

芬, 陳木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研院臺史所, 中研院近史所, 10706 .-- 

5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05-4 (精裝) NT$550  

1.金融改革 2.金融史 3.臺灣  

561.0933  

ICO 市場的法律問題與監管研究 / 

王聖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2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7-83-5 (平裝) NT$350  

1.金融法規 2.論述分析  561.2  

銀行法令遵循策略與實務 / [臺灣金

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金融研訓院, 10708 .-- 

200 面; 15X21 公分 .-- (金融法務 ; 

69) .-- ISBN 978-986-399-135-9 (精裝)  

1.金融法規 2.銀行法規  561.2  

名人鈔票故事館 / 莊銘國, 許啟發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3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41-5 (平裝) NT$450  

1.紙幣  561.5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2012 / 中國人民

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發行, 10708 .-- 258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96-376-8 (平裝) 

NT$480  

1.人民幣 2.貨幣政策 3.中國  561.52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2013 / 中國人民

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 ; 臺北市 : 萬卷樓

發行, 10708 .-- 36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96-377-5 ( 平 裝 ) 

NT$680  

1.人民幣 2.貨幣政策 3.中國  561.52  

金融英語閱讀 / 周婧玥主編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61-0 (平裝) NT$300  

1.金融學  561.7  

產業結構優化的金融支持研究 / 郝

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0-2 (平裝) NT$300  

1.金融業 2.產業發展  561.7  

貨幣金融學 / 李庚寅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3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80-8 (平裝) NT$550  

1.金融市場 2.金融貨幣 3.貨幣學  

561.7  

國際金融 / 楊明憲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707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593-2-1 

(平裝)  

1.國際金融  561.8  

國際金融原理 / 何澤榮主編 .-- 第四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79-2 (平裝) NT$600  

1.國際金融  561.8  

國際金融理論與實務 / 朱靖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06-1 (平裝) NT$300  

1.國際金融  561.8  

馴化黑天鵝 : 重尾性操作風險的度

量精度與管理參數研究 / 莫建明, 高

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4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91-7 (平裝) NT$300  

1.金融機構 2.風險管理  562  

商業銀行經營管理 / 譚遙主編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30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87-0 (平裝) NT$550  

1.銀行經營 2.銀行管理  562.19  

商業銀行績效管理理論與實踐 / 陳

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9-6 (平裝) NT$450  

1.商業銀行 2.績效管理  562.5  

數據模型應用與風控實務 : 消費金

融業務風險管理 / 黃勁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黃勁堯, 10707 .-- 368

面; 24 公分 .-- (商業銀行應用的評分

模型方法論 ; 3)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57-43-2809-3 (平裝) NT$450  

1.商業銀行 2.風險管理  562.5  

好規劃,賺到第一個 100 萬 / 張凱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107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40-7-5 (平裝) NT$25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艾蜜莉教你沒有富爸爸,小資也能富

起來 / 艾蜜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10709 .-- 

25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96506-3-2 (平裝) NT$35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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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不完美之完美追求  / 林宏儒

著 .-- 再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704-0 (平裝) NT$30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散戶流浪記 : 一個門外漢的理財學

習之旅 / John Rothchild 著 ; 黃佳瑜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早安財經文化,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13-99-9 (平裝) NT$350  

1.理財 2.投資  563  

解開加密貨幣的致富密碼 / 游凡花

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行億, 

107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92-0-6 (平裝) NT$399  

1.電子貨幣 2.電子商務  563.146  

打造您的外匯鈔能力 : 輕鬆學會外

匯保證金 / LEO 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708 .-- 450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12-49-5 (平裝) NT$450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563.23  

人民幣匯率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的影響研究 / 楊碧琴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0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4-2 

(平裝) NT$350  

1.人民幣 2.匯率變動  563.292  

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的價值投資之旅 / 

巫明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

廈, 107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401-4 (平裝) NT$280  

1.投資 2.理財  563.5  

巴菲特投資攻略圖解 / 三原淳雄著 ; 

蕭仁志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708 .-- 24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500-7 (平裝)  

1.投資  563.5  

投資學 / 簡淑華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視, 10708 .-- 33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573-0 

(平裝) NT$450  

1.投資學  563.5  

投資學 : 理論與實務 / Zvi Bodie 等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709 .-- 540 面; 26 公分 .-- (財金叢

書 ; F045) .-- ISBN 978-986-341-398-1 

(平裝)  

1.投資學  563.5  

衍生金融工具 / 王晉忠主編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83-2 (平裝) NT$450  

1.衍生性商品  563.5  

指數投資 : 指數基金完全指南,買對

ETF 讓懶人也能定投 10 年賺 10 倍 / 

銀行螺絲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

心文化, 10709 .-- 384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306-3-7 (平裝) 

NT$399  

1.基金 2.投資  563.5  

金錢遊戲 : 巴菲特最早公開推薦,透

析投資市場本質的永恆經典 / 亞當.

斯密(Adam Smith)著 ; 蘇鵬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336 面; 

15X21 公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685) .-- ISBN 978-986-477-512-5 

(平裝) NT$4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看故事買飆股 : 飆股達人教你: 不必

甩複利,找出一年就賺三倍的亮股 / 

艾致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0709 .-- 320 面; 17X23 公分 .-- 

(Biz ; 273) .-- ISBN 978-957-9164-55-9 

(平裝) NT$4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學當沖,多空都能月賺 15 萬 / 張凱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107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40-9-9 (平裝) NT$2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趨勢投資與交易法則圖解 / 翟胜利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31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5-7 (平裝) NT$5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證券投資技術分析 / 吳曉東編著 .-- 

第 四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3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93-1 (平裝) NT$550  

1.證券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期貨與選擇權市場 / John C. Hull 著 ; 

黃泓人編譯 .-- 九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709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02-6-6 (平裝)  

1.期貨市場 2.選擇權 3.期貨選擇權  

563.534  

全球主要證券交易所監管上市公司

的比較研究 / 張小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4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1-8 

(平裝) NT$300  

1.證券交易所 2.上市公司 3.金融監

理  563.54  

壽險高手 / 陸京夫著 .-- 修訂二版 .-- 

新北市 : 新 Book House, 10709 .-- 320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415-9-3 (平裝)  

1.人壽保險 2.銷售  563.73  

人身保險與稅法 / 封昌宏, 邱家綺

著  .-- 新 北 市  : 臺 灣 工 商 稅 務 , 

10707 .-- 2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7146-37-3 (平裝) NT$350  

1.人身保險 2.稅法  563.74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實施二十週年特

刊 / 金肖雲等編輯 .-- 臺北市 : 保險

事 業 發 展 中 心 , 10708 .-- 153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796-7-

4 (精裝)  

1.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563.755  

財政與金融 / 劉邦馳, 王國清主編 .-- 

第 六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4-9 (平裝) NT$600  

1.財政政策 2.財務金融  564.34  

新編預算會計 / 羅紹德, 鄔勵軍主

編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3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41-9 (平裝) NT$550  

1.政府會計 2.預算 3.中國  564.7  

國家稅收 / 朱明熙, 劉蓉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29-7 (平裝) NT$500  

1.租稅  567  

個人及企業異常資金 / 林隆昌著 .-- 

新北市 : 林隆昌,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74-1 (平

裝) NT$1000  

1.稅務 2.稅制  567.01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一

本稅務書 : 從稅務申報書角度談個

人稅 / 陳信賢, 楊華妃作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安侯企管出版 : 安侯建業

教育基金會發行, 10708 .-- 196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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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KPMG 系列) .-- ISBN 978-

986-96797-0-1 (平裝) NT$300  

1.稅務  567.01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

本稅務書 : 從財富的 Life Cycle 談稅 

/ 陳信賢, 楊華妃作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安侯企管出版 : 安侯建業教育

基金會發行, 10708 .-- 296 面; 23 公

分 .-- (KPMG 系列) .-- ISBN 978-986-

96797-1-8 (平裝) NT$390  

1.稅務  567.01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三

本稅務書 : 啟動家族傳承之鑰 / 陳信

賢, 楊華妃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安侯企管出版 : 安侯建業教育基金

會發行, 10708 .-- 224 面; 23 公分 .-- 

(KPMG 系列) .-- ISBN 978-986-96797-

2-5 (平裝) NT$480  

1.稅務  567.01  

企業納稅實務 / 肖敏, 馬媛, 肖薇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2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2-8 (平裝) NT$450  

1.稅法 2.論述分析  567.023  

稅法 / 龍敏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3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31-0 (平裝) 

NT$550  

1.稅法  567.023  

政治 

政治啥玩意 / 蔡東杰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7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48-0-

5 (平裝) NT$380  

1.政治  570  

愛國作家林語堂 : 林語堂政治態度

轉變之研究(1895-1945 年) / 蔡元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3-994-8 (平裝) NT$350  

1.林語堂 2.政治思想  570.92  

反民主 : 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

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 Jason 

Brennan 著 ;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708 .-- 400 面; 21 公

分 .-- (Big ideas ; 17) .-- ISBN 978-957-

08-5151-9 (平裝)  

1.民主政治 2.理性主義  571.6  

美國社會的公共政策 / 張晟, 王丹主

編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82-5 (平裝) NT$300  

1.公共政策 2.美國  572.9  

圖解公共政策 / 汪正洋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316 面 ; 

17X23 公分 .-- (圖解政治系列 ; 2) .-- 

ISBN 978-957-11-9829-3 ( 平 裝 ) 

NT$350  

1.公共政策  572.9  

人渣干政 : 人渣文本帶你前進臺灣

政壇第一線,坐擁海景第一排 / 周偉

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9 .-- 240 面; 21 公分 .-- (Open ; 

2) .-- ISBN 978-957-05-3162-6 (平裝) 

NT$320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573.07  

社會代議的崛起 : 臺灣政治與社會

的平行發展 / 趙永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 10708 .-- 4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58-2-

6 (平裝) NT$600  

1.臺灣政治 2.政治社會學 3.代議政

治  573.07  

臺灣民眾的媒體選擇與統獨立場 / 

劉嘉薇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49-1 (平裝) NT$320  

1.臺灣政治 2.兩岸關係 3.媒體  

573.07  

台灣的明天 : 兩岸關係與邁向先進

文明社會的思考 / 彭宗平, 李知昂, 

IC 之音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41-6 ( 平 裝 ) 

NT$450  

1.兩岸關係 2.臺灣社會 3.文集  

573.09  

歷史 : 海峽兩岸的分與合 / 朱紹俊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7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

178-3 (平裝) NT$700  

1.兩岸關係 2.臺灣史 3.中國史  

573.09  

原來如此!準備國家考試可以這樣想 

/ 陳冠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0708 .-- 250 面; 17X23 公分 .-- 

(myth ; 1) .-- ISBN 978-986-295-868-1 

(平裝) NT$250  

1.國家考試 2.考試指南  573.44  

考試院施政編年錄. 中華民國一 0 六

年 / 考試院編纂室編 .-- 臺北市 : 考

試院, 10707 .-- 16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5-6369-6 (精裝附光碟

片) NT$200  

1.考試院 2.年表  573.44211  

兩岸立法制度 / 沈中元, 周萬來合

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708 .-- 4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31-3 (平裝) NT$450  

1.立法 2.兩岸政策 3.比較研究  

573.6  

監察院彈劾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6 年 

/ 監察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

察院, 10708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5-8 ( 平 裝 ) 

NT$450  

1.監察權  573.831  

監察院糾正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6 年. 

一 / 監察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708 .-- 4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6-5 ( 平 裝 ) 

NT$550  

1.監察權  573.833  

監察院糾正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6 年. 

二 / 監察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708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7-2 ( 平 裝 ) 

NT$550  

1.監察權  573.833  

監察院糾正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6 年. 

三 / 監察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708 .-- 4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8-9 ( 平 裝 ) 

NT$550  

1.監察權  573.833  

日本政經初探 / 胡慶山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0708 .-- 432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7-82-

8 (平裝) NT$480  

1.政治發展 2.經濟發展 3.日本  

574.2  

南投縣政府重要紀事. 2017 / 林琦瑜

總編輯 .-- 南投市 : 投縣府, 10708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

6457-0 (平裝)  

1.公共行政 2.南投市  575.33/119  

溫度.人事.臺南市 : 用人唯才 破除關

說 以人為本 /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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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 .-- 19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5-6318-4 (平裝)  

1.人事行政 2.人力資源管理 3.臺南

市  575.33/127  

消防實用法令. 中華民國 107 年版 / 

內政部消防署編 .-- 修訂 8 版 .-- 新

北市 : 消防署, 10710 .-- 238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4-1 (精

裝) NT$550  

1.消防法規  575.81  

警察與秩序法研究. 三 : 任務與作用

法制發展之新趨勢 / 陳正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847-7 

(平裝) NT$450  

1.警政法規 2.論述分析  575.81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五, 士林紅色.域

外紅感 / 裴毅然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獨立作家, 10709 .-- 364 面; 21 公

分 .-- (Do 歷史 ; 85) .-- BOD 版 .-- 

ISBN 978-986-95918-5-0 ( 平 裝 ) 

NT$440  

1.中國共產黨 2.歷史  576.25  

東倫敦低端華人 / 施威全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0708 .-- 226 面 ; 15X21 公 分  .-- 

(Viewpoint ; 3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2-5 (平裝) NT$300  

1.移民 2.英國  577.6  

電影與政治 / 陳牧民, 陳鳳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10 .-- 300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庫 ; 202) .-- 

ISBN 978-957-11-9846-0 ( 平 裝 ) 

NT$380  

1.國際政治 2.電影片  578  

圖解國際關係 / 陳牧民, 陳宛郁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72

面; 17X23 公分 .-- (圖解政治系列 ; 

4) .-- ISBN 978-957-11-9828-6 (平裝) 

NT$320  

1.國際關係  578  

臺灣新世代.展望新南向 : 外交部國

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成果圖文集 . 

2017 年 / 2017 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

計畫全體團員作 .-- 桃園市 : 銘傳大

學外交學程, 10707 .-- 10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670-0-5 (平裝)  

1.國民外交 2.國際交流 3.青年 4.文

集  578.9  

人權 : 社會心理學觀點 / 王叢桂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707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9096-25-6 (平裝)  

1.人權 2.社會心理學  579.27  

法律 

法學方法論 / 李惠宗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709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95-867-4 (平裝) 

NT$500  

1.法學 2.方法論  580.1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 吳季芳等

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10707 .-- 3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670-1-2 (平裝) NT$350  

1.法律 2.教學研究 3.文集  580.3  

比較法學研究. 第一輯 / 李麒等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5-

859-9 (平裝) NT$350  

1.比較法學 2.文集  580.7  

輝煌的中華法制文明 / 張晉藩, 陳煜

著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708 .-- 238

面; 21 公分 .-- (鳳凰文庫 ; PHL019) .-

- ISBN 978-986-5620-97-4 ( 平 裝 ) 

NT$330  

1.中國法制史 2.通俗作品  580.92  

月旦小六法 / 陳聰富主編 .-- 二十五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18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607-92-7 

(平裝) NT$48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月旦簡明六法 / 黃榮堅等編 .-- 二十

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9 .-- 1880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91-0 (精裝) NT$85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必備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

輯 .-- 2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 155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13-2 (平裝) NT$22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財稅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707 .-- 10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488-1-3 

(平裝) NT$40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 / 施茂林, 陳維鈞

主編 .-- 修訂六十二版 .-- 臺南市 : 世

一, 10709 .-- 2912 面; 22 公分 .-- (大

偉法律叢書系列) .-- ISBN 978-986-

429-424-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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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40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845-3 (精裝) NT$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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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昭元等編 .-- 

四十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9 .-- 

2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295-866-7 (平裝) NT$45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民法概要 / 徐憶茹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6-

3 (平裝) NT$650  

1.民法  584  

民法概要 / 陳聰富著 .-- 12 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708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607-96-5 (平裝) 

NT$520  

1.民法  584  

民法總則 / 李淑明著 .-- 十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709 .-- 512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8607-95-8 (平裝) 

NT$520  

1.民法總則  584.1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 邱玟惠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7-97-2 

(平裝) NT$480  

1.物權法  584.2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 李太正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94-1 (平裝) NT$500  

1.家事事件法  584.4  

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 : 遺囑與繼

承 / 蕭蒼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恩, 10708 .-- 128 面; 21 公分 .-- (生涯

系列) .-- ISBN 978-986-277-262-1 (平

裝)  

1.遺囑 2.財產繼承  584.52  

圖解刑法 / 蘇銘翔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9 .-- 248 面; 17X23 公

分 .-- (圖解法律系列 ; 2) .-- ISBN 

978-957-11-9827-9 (平裝) NT$320  

1.刑法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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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學 / 肖紅超, 尹亞萍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48-8 (平裝) NT$350  

1.刑法 2.犯罪  585.1  

刑法總則 / 王皇玉作 .-- 四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708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95-863-6 (平裝) 

NT$690  

1.刑法總則  585.1  

冤枉啊!大人! : 從現代法學看<<訟師

惡稟大全>>、<<訟師惡稟精華>> / 

李錫棟, 鄒濬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709 .-- 354 面; 15 公分 .-

- (Do 科學 ; 14) .-- BOD 版 .-- ISBN 

978-986-95918-4-3 (平裝) NT$450  

1.訴訟法 2.歷史 3.中國  586.092  

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秩序 : 從地域社

會的視角出發 / 小川快之著 ; 趙晶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9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3-995-5 (平裝) NT$480  

1.中國法制史 2.宋代 3.明代  

586.092  

民事訴訟法 / 呂太郎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708 .-- 91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7-84-2 (平

裝) NT$850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 / 許士宦著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9 .-- 800

面; 23 公分 .-- (口述講義. 民事及家

事程序法 ; 第 1 卷-) .-- ISBN 978-

986-295-865-0 (上冊:平裝) NT$8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 陳宏毅, 

林朝雲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25-5 (平裝) NT$680  

1.刑事訴訟法  586.2  

商事法要論 / 梁宇賢著 .-- 修訂十五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447-3 

(平裝)  

1.商事法  587  

會計師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707 .-- 15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488-3-

7 (平裝) NT$500  

1.商事法  587  

公司法新思維 : KPMG 實例解說 / 何

嘉容, 林柏霖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安侯企管出版 : 財經研究教育基金

會發行, 10709 .-- 200 面; 23 公分 .-- 

(KPMG 系列) .-- ISBN 978-986-96797-

3-2 (平裝) NT$35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  

保險法論 / 鄭玉波著 .-- 修訂十一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9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461-9 

(平裝)  

1.保險法規  587.5  

信託法 / 王志誠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2-1 ( 平 裝 ) 

NT$450  

1.信託法規  587.83  

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 李智仁, 張大為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8 .-- 

43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07-99-6 (平裝) NT$520  

1.信託法規 2.判例解釋例  587.83  

口述行政法 / 鄧學良, 邱子宇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勞資基金會, 

10708 .-- 390 面; 25 公分 .-- (社科法

政論叢) .-- ISBN 978-986-92288-6-2 

(平裝) NT$500  

1.行政法 2.論述分析  588  

公務員懲戒法釋義 / 吳天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吳天惠出版 : 三民總

經銷, 10707 .-- 7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0-2 (平裝)  

1.公務人員法規 2.論述分析  588.12  

煉獄中的希望 / 苦林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708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36-8-

2 (平裝) NT$300  

1.司法制度 2.獄政  589  

法務部廉政署工作報告. 106 年度 / 

洪培根, 陳榮周總編輯 .-- 臺北市 : 

法務部廉政署, 10707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3-2 (平

裝) NT$330  

1.法務部廉政署  589.13  

北檢司法保護實錄 : 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史實紀要. II / 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編著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臺北地檢署, 10708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1-0 

(精裝)  

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589.5  

北檢婦幼案例實錄 : 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史實紀要. IV / 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編著 .-- 臺北市 : 臺北地檢署, 

10707 .-- 2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8-0 (精裝)  

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589.5  

軍事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 每天讀一點孫

子兵法 / (春秋)孫武原著 ; 東籬子解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709 .-- 28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61-1-3 (平裝) NT$320  

1.孫子兵法 2.注釋  592.092  

圖解:素書 / 唐譯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 10708 .-- 352 面; 23 公

分 .-- (文瀾圖鑑 ; 49) .-- ISBN 978-

986-392-243-8 (平裝) NT$320  

1.素書 2.注釋  592.0951  

戰爭論精華  / 克勞塞維茨 (C. von 

Clausewitz)著 ; 鈕先鍾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戰略思想叢書 ; 2) .-- 

ISBN 978-986-344-579-1 ( 平 裝 ) 

NT$320  

1.戰爭理論 2.軍事  592.1  

海權爭霸 : 世界 7 大海洋的歷史與

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 

/ James Stavridis 著 ; 譚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8 .-- 368 面; 

21 公分 .-- (全球視野 ; 81) .-- ISBN 

978-957-08-5153-3 (平裝)  

1.海權 2.地緣政治 3.歷史  592.2  

抗衡或扈從 / 廖坤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 10707 .-- 41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58-1-

9 (平裝) NT$580  

1.國家戰略 2.中國外交  592.45  

印度太平洋時代 : 中共與印度戰略

安全新關係 / 李庭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致知學術, 10708 .-- 324 面; 21

公分 .-- (當代國際關係. 二 ; 12) .-- 

ISBN 978-986-5681-87-6 ( 平 裝 ) 

NT$520  

1.安全戰略 2.地緣政治 3.中印關係  

592.492  

八二三史記. 參, 漫天烽火遷徙潮 / 

李福井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24 面; 22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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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05-6383-2 (平裝) 

NT$350  

1.八二三砲戰 2.戰史 3.訪談 4.中華

民國  592.9286  

八二三史記. 肆, 驀然回首看和戰 / 

李福井, 邱英美著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5-6384-

9 (平裝) NT$350  

1.八二三砲戰 2.戰史 3.訪談 4.中華

民國  592.9286  

同舟共濟 : 八二三戰役 60 周年紀念

冊 / 曾瓊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務辦公室, 10708 .-- 1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78-8 (精裝) 

NT$250  

1.八二三砲戰 2.戰史 3.中華民國  

592.9286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地理 / 潘立甲, 林束敏編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高立, 107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179-0 (平

裝) NT$600  

1.地理學  609  

遙感與 GIS 應用實習教程 / 呂志強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9 .-- 2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87-7 (平裝) NT$500  

1.地理資訊系統  609.029  

中國史 

<<史記>>概說及名篇賞析 / 魏聰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19-4 (平裝) NT$300  

1.史記 2.研究考訂  610.11  

圍觀歷史的政變 : 中車府令趙高,是

政變的主謀者;李世民殺兄篡位後,反

而奠定唐朝盛世......解讀歷史上那些

推翻國家的人,還原最陰暗的人性。 

/ 儒爵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 10709 .-- 320 面; 23 公分 .-- 

(Tell ; 17) .-- ISBN 978-957-9164-37-5 

(平裝) NT$360  

1.政變 2.中國史  610.4  

龍椅背後 : 開棺驗史!揭開中國歷代

帝王死因之謎 / 冷山月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 : 紅螞

蟻圖書發行, 10708 .-- 264 面; 17X23

公分 .-- (Tale ; 25) .-- ISBN 978-986-

488-198-7 (平裝) NT$280  

1.中國史 2.帝王 3.野史  610.4  

元代官營工商業法律制度研究 / 綦

保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292 面; 26 公分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485-540-7 (精裝)  

1.中國法制史 2.工商企業 3.元代  

618  

中國傳統雷電自然知識變遷研究 / 

雷中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156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986-485-547-6 (精裝)  

1.自然科學 2.自然現象 3.中國  618  

竹帛書<<周易>>書法比較研究 / 江

柏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302 面; 26 公分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20

冊) .-- ISBN 978-986-485-552-0 (精裝)  

1.書法 2.帛書 3.比較研究  618  

先秦文獻中的「古帝」傳說研究 : 

「託古」範式下的諸子政治思想演

變 / 孔祥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986-485-537-7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485-538-4 (下冊:

精裝)  

1.中國政治思想  618  

西漢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研究 / 張

嘉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

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21-22 冊) .-- 

ISBN 978-986-485-553-7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485-554-4 (下冊:

精裝)  

1.書法 2.刻工 3.西漢  618  

宋代書籍刊刻與書法研究 / 周勁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6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 二十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485-555-1 (精裝)  

1.書法 2.刻工 3.宋代  618  

狄宛第二期闕爟與營窟考見星曆進

益 :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二 / 周興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十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

986-485-533-9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34-6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35-3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986-485-536-0 (第 4

冊:精裝)  

1.天文學 2.中國  618  

明中期江南文人畫家與民間職業畫

家比較研究 / 熊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50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十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986-485-

556-8 (精裝)  

1.畫家 2.藝術評論 3.明代  618  

制器尚象 : 中國古代器物中的觀念

與信仰 / 練春海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8-19 冊) .-- ISBN 978-986-485-550-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51-

3 (下冊:精裝)  

1.古器物 2.中國  618  

南宋寺院經濟與社會 / 劉軍峰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709 .-- 27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 二十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986-485-549-0 (精裝)  

1.寺院 2.宗教與社會 3.南宋  618  

美德關係在中國,1894-1901 / 袁正邦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十編 ; 第 12-13 冊) .-- ISBN 

978-986-485-544-5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45-2 (下冊:精裝)  

1.外交史 2.晚清史  618  

徐三庚篆刻書法藝術研究 / 顏瑛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31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

史文化研究輯刊 . 二十編  ; 第 25

冊) .-- ISBN 978-986-485-557-5 (精裝)  

1.(清)徐三庚 2.篆刻家 3.藝術評論  

618  

家族遷徙與地域社會 : 魏晉南北朝

關中郡姓研究 / 宋豔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7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十編 ; 第 7 冊) .-- ISBN 978-

986-485-539-1 (精裝)  

1.士 2.區域研究 3.魏晉南北朝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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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知識女性「女性觀」之研究 / 

馮慧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64 面; 26 公分 .-- (古

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541-4 (精裝)  

1.女性 2.知識分子 3.清代  618  

雲南古代佛教中的婆羅門教因素研

究 / 羅玉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172 面; 26 公分 .-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986-485-548-3 

(精裝)  

1.佛教史 2.婆羅門教 3.雲南省  618  

膏腴之壤,江南好尚 : 江蘇區域史散

論 / 朱季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274 面; 26 公分 .-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485-546-9 

(精裝)  

1.歷史 2.區域研究 3.江蘇省  618  

樊增祥傳論 / 薛超睿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十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986-485-542-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43-

8 (下冊:精裝)  

1.(清)樊增祥 2.傳記  618  

中國斷代史 

求古與考據 : 江聲與王鳴盛<<尚書

>>學研究 / 洪博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3-992-4 (平

裝) NT$650  

1.書經 2.研究考訂  621.117  

關鍵時刻,劉邦是這麼幹的 / 歐陽彥

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

635-3 (平裝) NT$280  

1.漢高祖 2.傳記  622.1  

唐史並不如煙. 肆, 開元盛世 / 曲昌

春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 

10708 .-- 40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06) .-- ISBN 978-986-402-304-2 (平裝) 

NT$320  

1.唐史 2.通俗史話  624.1  

南宋前期君主 .宰相與政局 / 王明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8 .-- 354 面; 23 公分 .-- (史地傳

記類 ; PC0746)(說歷史 ; 57)(實踐大

學數位出版合作系列)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1-8 ( 平 裝 ) 

NT$530  

1.南宋史 2.宰相制度  625.2  

老佛爺不高興 / 端木賜香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708 .-- 

352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11) .-

- ISBN 978-986-392-244-5 ( 平 裝 ) 

NT$320  

1.(清)慈禧太后 2.傳記  627.81  

啟蒙、理性與現代性 : 近代中國啟

蒙運動,1895-1925 / 丘為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708 .-- 400 面; 21 公分 .-

- (史學叢書 ; 9) .-- ISBN 978-986-350-

289-0 (平裝) NT$450  

1.啟蒙運動 2.近代史 3.中國  627.86  

中日戰爭期間的葡澳政府(1931-1945) 

/ 黃瑛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14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485-493-6 (精裝)  

1.外交史 2.中華民國外交  628.08  

中國「社會發展史」話語生成考論

(1924-1950) / 胡一峰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92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

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485-

491-2 (精裝)  

1.社會發展 2.歷史 3.中國  628.08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的 外 籍 顧 問 寶 道

(Georges Padoux) / 林政賢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40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

研究. 八編 ; 第 2 冊) .-- ISBN 978-

986-485-492-9 (精裝)  

1.中國外交 2.北洋政府  628.08  

民國小學母語教育研究  / 朱季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

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485-498-1 (精裝)  

1.母語教學 2.初等教育 3.中國  

628.08  

民國全運會研究 / 孫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2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485-

500-1 (精裝)  

1.運動會 2.民國史  628.08  

民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 / 郭勝

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986-

485-494-3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485-495-0 (下冊:精裝)  

1.民族政策 2.民國史  628.08  

西南聯大文人群生活文化之研究 / 

劉順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22 面; 26 公分 .-- (民

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9 冊) .-

- ISBN 978-986-485-499-8 (精裝)  

1.大學教師 2.生活史研究  628.08  

近代中國電化教育學發展研究 / 李

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

485-496-7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485-497-4 (下冊:精裝)  

1.教育史 2.電化教學 3.中國  628.08  

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 / 張家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0708 .-- 668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

記類 ; PC0755)(讀歷史 ; 79)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5-6 (平裝) 

NT$820  

1.孫文 2.晚清史 3.革命  628.19  

袁世凱當國 :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 

劉成禺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707 .-- 35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35)(新銳文創 ; 

PC0744) .-- BOD 版 .-- ISBN 978-957-

8924-27-7 (平裝) NT$440  

1.洪憲帝制  628.21  

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 / 黃自進, 潘光

哲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707 .-- 冊 .-- (近代中日關係學叢書. 

新境與新論 ; 2) .-- ISBN 978-986-

6078-96-5 (全套:平裝) NT$1200  

1.中日戰爭 2.民國史 3.文集  

628.507  

中國地方志 

玩味北京 / 劉怡廷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707 .-- 11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295-856-8 (平

裝) NT$180  

1.遊記 2.北京市  671.0969  

民國時期五萬分一河北地圖集 / 黃

智 偉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漢 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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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820-3-

9 (全套:精裝) NT$24000  

1.地圖集 2.河北省  671.135  

民國時期五萬分一山東地圖集 / 黃

智 偉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漢 珍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820-0-

8 (全套:精裝) NT$32000  

1.地圖集 2.山東省  671.235  

民國時期五萬分一河南地圖集 / 黃

智 偉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漢 珍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820-1-

5 (全套:精裝) NT$32000  

1.地圖集 2.河南省  671.335  

民國時期五萬分一山西地圖集 / 黃

智 偉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漢 珍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820-2-

2 (全套:精裝) NT$32000  

1.地圖集 2.山西省  671.435  

民國時期五萬分一陝甘地圖集 / 黃

智 偉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漢 珍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820-4-

6 (全套:精裝) NT$16000  

1.地圖集 2.陝西省 3.甘肅省  

671.535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 附蘇州.杭州.

迪士尼 / 葉志輝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710 .-- 176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92) .-- ISBN 978-986-336-

264-7 (平裝) NT$290  

1.自助旅行 2.上海市  672.096  

金門人文紀事 / 林金榮著.攝影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62-4 (平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4  

看見金門-新力量 / 陳秀竹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5-9 (平裝) NT$280  

1.人文地理 2.生態文學 3.福建省金

門縣  673.19/205.4  

遙遠的不是距離 / 羅德水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2-8 (平裝) NT$280  

1.人文地理 2.時事評論 3.福建省金

門縣  673.19/205.4  

自玩香港全攻略 : 嚴選 21 區今生必

訪特搜路線,讓你賞景購物、吃好玩

high,一秒愛上香港! / Supermod 作 ; 

張玉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漢宇國

際文化, 107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8-428-5 (平裝)  

1.自助旅行 2.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69  

大寫西域 : 第一部全視角西域 48 國

通史. 上 : 走進絲路南道 11 國,解開

樓蘭、精絕、于闐等古國崛起與隕

落的歷史謎團 / 高洪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709 .-- 384 面; 23 公分 .-- (地球

觀 ; 46) .-- ISBN 978-986-384-298-9 

(平裝)  

1.歷史 2.西域  676.02  

浪遊西藏 : 那條在世界屋脊中的屋

脊新藏公路 / 馬維易文.攝影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707 .-- 

216 面; 23 公分 .-- (樂遊 ; 19) .-- 

ISBN 978-986-398-363-7 ( 平 裝 ) 

NT$300  

1.遊記 2.西藏自治區  676.669  

中國遊記 

沒有終點的陸途 / 陳浪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9-688-6 

(平裝)  

1.旅遊文學 2.中國  690  

世界史地 

3 分鐘讀懂最有趣的世界史  / Dr. 

Shen 作 ; 姆西蟲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文創文化, 10709 .-- 19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61-2-

0 (平裝) NT$240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NEW 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別冊 : 世

界遺產學習事典 / 日本 NPO 法人世

界遺產 Academy 監修 ; 郭子菱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709 .-- 264 面; 23 公

分 .-- (世界史) .-- ISBN 978-957-8640-

51-1 (精裝) NT$500  

1.世界史 2.文化史 3.漫畫  711  

從帝國興衰了解世界史 / 関真興監

修 ; 陳嫻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707 .-

- 2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638-4-7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711  

從超市向世界出發 : 超市裡的歷史

田野 / 王善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意念文創, 10707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8903-4-3 ( 平 裝 ) 

NT$300  

1.世界史 2.文化史 3.生活史  711  

圖解繪本世界史 / 袁若喬編著 ; 丘兆

川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漢宇國際

文化, 10708 .-- 192 面; 16X23 公分 .-- 

ISBN 978-986-228-427-8 (平裝)  

1.世界史 2.繪本  711  

21 世紀的 21 堂課 /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708 .-- 400 面; 15X21 公分 .-- (科學

文化 ; 184) .-- ISBN 978-986-479-519-

2 (精裝) NT$500  

1.世界史 2.文明史 3.二十一世紀  

713.9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 全球 50 大即將

消失的景點  / 雅絲米娜 .特里夫尼

(Jasmina Trifoni)著 ; 盧郁心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石 國 際 文 化 , 

10708 .-- 272 面; 17X22 公分 .-- ISBN 

978-957-8722-31-6 (平裝) NT$550  

1.文化遺產 2.世界地理  719  

莊肇基遊記 / 莊肇基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聖環圖書, 10707 .-- 41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781-226-

1 (平裝) NT$65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路上慢慢想 / 謎卡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凱特文化創意, 10709 .-- 192 面; 

21 公分 .-- (文學良品 ; 24) .-- ISBN 

978-986-96788-0-3 (平裝) NT$340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環遊世界迷宮 / 派糖童書編繪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708 .-- 

52 面; 38 公分 .-- (兒童智慧百科解

謎書) .-- ISBN 978-986-491-191-2 (精

裝) NT$499  

1.旅遊 2.世界地理 3.通俗作品  719  

亞洲史地 

超圖解日本史 / 西東社編輯部編著 ; 

羅小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6-3 (平裝) NT$450  

1.日本史  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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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鐮倉.室町時代 / 河合敦作 ; 陳

念雍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

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057-5 (平

裝) NT$420  

1.鎌倉時代 2.室町時代 3.日本史  

731.241  

近代日本的形成 : 空間與時間穿越

的旅程 / 故事編輯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7 .-- 240 面; 21

公分 .-- (大河 ; 52) .-- ISBN 978-957-

8630-57-4 (平裝) NT$220  

1.近代史 2.日本  731.27  

神國日本荒謬的決戰生活 : 一切都

是為了勝利!文宣與雜誌如何為戰爭

服務?大東亞戰爭下日本的真實生活 

/ 早川忠典作 ; 鳳氣至純平, 許倍榕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8 .-- 256 面; 22 公分 .-- (歷史.跨

域 ; 3) .-- ISBN 978-957-8630-66-6 (平

裝) NT$450  

1.日本史 2.第二次世界大戰  

731.2788  

逃離東京審判 : 甲級戰犯大川周明

的瘋狂人生 / 艾瑞克.賈菲著 ; 梁東

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8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30-65-9 (平裝)  

1.大川周明 2.日本史 3.戰犯 4.第二

次世界大戰  731.2788  

出國日本熱門必買血拼攻略 160 選 / 

張晏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湘文

化, 10708 .-- 9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225-519-3 (平裝)  

1.旅遊 2.商店 3.購物指南 4.日本東

京都  731.72609  

東京小日子 / 妙妙琳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87-34-2 

(平裝)  

1.旅遊 2.留學 3.副業 4.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美好散策 : 像生活而不只是旅

行,探索在地人才知道的魅力東京 / 

mih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87-43-8 (平裝) NT$320  

1.旅遊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晴空塔&東京下町散步好朋友 /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 甘

為治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709 .-- 96 面; 23 公分 .-- (散步好朋

友系列 ; 2) .-- ISBN 978-986-461-150-

8 (平裝) NT$199  

1.旅遊 2.旅遊地圖 3.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鎌倉散步好朋友 / 實業之日本社旅

遊書編輯部作 ; 彭智敏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709 .-- 98 面; 

23 公分 .-- (散步好朋友系列 ; 3) .-- 

ISBN 978-986-461-149-2 ( 平 裝 ) 

NT$199  

1.旅遊 2.日本鎌倉市  731.72749  

下飛機 Day by Day,愛上京阪神奈 / 

飄兒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710 .-- 176 面; 17X23 公分 .-- (世界

主題之旅 ; 602) .-- ISBN 978-986-336-

267-8 (平裝) NT$330  

1.自助旅行 2.日本關西  731.7509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大阪.神戶.和歌

山 / 小氣少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57-8787-50-6 (平裝) 

NT$399  

1.旅遊 2.日本關西  731.7509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京都.奈良.滋賀 

/ 小氣少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

誠資訊,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57-8787-49-0 (平裝) 

NT$399  

1.旅遊 2.日本關西  731.7509  

鐵道迷也沒讀過的關西私鐵 深度踏

查 : 從企業、車輛到車站,探索 5 大

私鐵的內涵與趣味 / 黒田一樹著 ; 李

青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橙實文化, 

10708 .-- 240 面; 22 公分 .-- (Orange 

travel ; 11) .-- ISBN 978-986-96359-6-7 

(平裝)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日本關西  

731.7509  

滋 賀 . 琵 琶 湖  長 濱 . 彥 根 . 大 津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 甘為治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710 .-- 148 面; 26 公分 .-- (MM 哈

日情報誌系列 ; 11) .-- ISBN 978-986-

461-151-5 (平裝) NT$360  

1.旅遊 2.日本滋賀縣  731.75109  

最美的京都,你都見過了嗎?攝影名

家的私房散策路線. 秋楓冬雪篇 / 水

野克比古作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7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322-3 (平裝)  

1.旅遊 2.攝影集 3.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張景嵐四國、九州遊輪寫真 / 嵐綠

藻工作室監製 ; Mr. Triangle 攝影 ; 

張景嵐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709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64-459-8 (平裝)  

1.郵輪旅行 2.日本四國 3.日本九州  

731.7709  

九州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 / 

昭文社編集 ; 陳家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407-5 

(平裝) NT$350  

1.自助旅行 2.日本九州  731.7809  

佐藤健訪熊本 / 佐藤健作 ; 蔡孟婷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

8321-6 (平裝)  

1.遊記 2.日本熊本縣  731.78509  

日本一周 / 尤文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裝本, 10708 .-- 192 面; 23 公

分 .-- (平裝本叢書 ; 第 473 種)(iCON ; 

51) .-- ISBN 978-986-96236-7-4 (平裝)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日 本 奧 地 紀 行  / 伊 莎 貝 拉 . 博 兒

(Isabella Bird)作 ; 吳煒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8 .-- 464 面; 

21 公分 .-- (浮世繪 ; 53) .-- ISBN 978-

957-8630-64-2 (平裝)  

1.遊記 2.日本  731.9  

日本貓島旅行 / Erica Wu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9 .-- 

208 面; 17X21 公分 .-- ISBN 978-957-

8787-44-5 (平裝) NT$350  

1.旅遊 2.島嶼 3.日本  731.9  

超漫遊河口湖.山中湖 富士山 / TAC

出版編輯部著 ; 蕭辰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10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5-

759-6 (平裝)  

1.旅遊 2.日本  731.9  

最陌生的鄰居 : 韓國 / 楊智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5-

3164-0 (平裝) NT$360  

1.文化 2.報導文學 3.韓國  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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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首爾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

圖解 Step by Step / 黃雨柔, 墨刻編輯

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184 面; 17X23 公分 .-- (一看就懂旅

遊圖解 ; 20) .-- ISBN 978-986-289-

412-5 (平裝) NT$320  

1.自助旅行 2.韓國首爾市  732.7609  

伊朗 : 從瑣羅亞斯德到今天的歷史 / 

麥克.安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著 ; 

苑默文, 劉宜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452-3-2 (平裝) NT$550  

1.伊朗史  736.11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8-2019 / 

黃浩雲, 黃紹婷, 墨刻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400 面; 

15X21 公分 .-- (wagamama ; 43) .-- 

ISBN 978-986-289-411-8 ( 平 裝 ) 

NT$420  

1.旅遊 2.泰國曼谷 3.泰國清邁  

738.2719  

臺灣史地 

八、九 0 年代臺北城市「生活空間」

文學書寫研究 / 張志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15-16 冊) .-- ISBN 978-986-485-

598-8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

485-599-5 (下冊: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733.08  

六堆客家婚姻禮俗變遷研究 / 陳晏

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

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485-588-9 (精裝)  

1.婚姻習俗 2.客家 3.臺灣  733.08  

世界.民俗.帝國 : <<臺灣婦人界>>小

說研究 / 王琬葶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58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

485-597-1 (精裝)  

1.臺灣小說 2.文學評論 3.日據時期  

733.08  

交通、人流、物流 : 日月潭水力發

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 (1919-

1945) / 劉芷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4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四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485-

585-8 (精裝)  

1.人文地理 2.水力發電 3.南投縣水

里鄉  733.08  

志賦、試賦與媒體賦 : 臺灣賦之三

階段論述 / 王淑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臺

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12-13 冊) .-- ISBN 978-986-485-595-7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96-

4 (下冊:精裝)  

1.賦 2.文學評論 3.臺灣  733.08  

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臺灣客家移民社

群之建構 / 呂萍芳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6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

485-589-6 (精裝)  

1.客家 2.移民史 3.美國夏威夷  

733.08  

從台灣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 : 「板

信」之研究(1957-1997 年) / 魏占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十四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485-586-5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87-2 (下冊:精裝)  

1.板信商業銀行  733.08  

道文化與臺灣民間宗教研究 : 以<<

易>>、<<老>>、<<莊>>之「天」、

「地」、「人」、「鬼」、「神」

概念為核心 / 蘇何誠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8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

刊. 十四編 ; 第 8 冊) .-- ISBN 978-

986-485-591-9 (精裝)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733.08  

當代臺灣布袋戲「主演」之研究 / 

劉信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

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986-485-593-3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485-594-0 (下冊:

精裝)  

1.布袋戲 2.臺灣  733.08  

閩南入冥救親戲曲研究 : 以泉腔、

莆仙戲<<目連救母>>為例 / 李育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88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

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592-6 (精裝)  

1.地方戲曲 2.戲曲評論  733.08  

遷移、嬗變與認同 : 1960 年代後加

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人移

民社區之發展與轉變 / 洪玉儒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709 .-- 206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

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485-590-2 (精裝)  

1.華僑 2.移民史 3.美國加州  733.08  

戰後臺灣婦女參政之比較研究(1945-

2010) : 以許世賢與蘇洪月嬌為例 / 

盧文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62 面; 26 公分 .-- (臺

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485-584-1 (平

裝)  

1.臺灣政治 2.女性 3.比較研究  

733.08  

大歲月 : 臺灣政治經濟 500 年 / 彭百

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宇河文化

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 10708 .-- 

1192 面; 23 公分 .-- (Discover ; 46) .-- 

ISBN 978-986-456-304-3 ( 平 裝 ) 

NT$850  

1.臺灣史 2.政治經濟  733.21  

台灣歷史故事. 3 : 開拓發展的時代

(1732-1840) / 鄒敦怜故事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8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5156-4 (平裝) 

NT$200  

1.臺灣史 2.歷史故事  733.21  

台灣歷史故事. 4 : 外力衝擊的時代

(1840-1895) / 洪志明故事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8 .-- 1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5157-1 (平裝) 

NT$200  

1.臺灣史 2.歷史故事  733.21  

迢迢民主路上的自由呼聲 : 臺灣民

主改革文獻選輯 / 林瓊華等編撰 ; 陳

君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正紀

念堂, 10707 .-- 5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74-0 ( 精 裝 ) 

NT$500  

1.臺灣史 2.民主改革  733.21  

台灣史問與答 / 戚嘉林作 .-- 臺北市 : 

戚嘉林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經銷, 

10708 .-- 250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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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祖國文摘叢書) .-- ISBN 978-

957-43-5775-8 (平裝) NT$260  

1.臺灣史 2.問題集  733.21022  

大湖大窩自然生態保育區開拓誌 / 

羅文賢作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

局, 107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2-9 (平裝) NT$450  

1.臺灣史 2.臺灣開發史 3.苗栗縣大

湖鄉  733.27  

台南美麗風光 / 林拓作 .-- 新北市 : 

快樂遊,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6356-88-9 (平裝) 

NT$390  

1.臺灣遊記  733.6  

臺閩旌表牌坊 / 蔡明憲, 張妙齡撰

文  .-- 臺中市  : 中市大甲區公所 , 

107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2-7 (平裝) NT$500  

1.古蹟 2.臺灣 3.福建省  733.6  

宜蘭學. 2018 / 陳志賢主編 .-- 新北

市 : 風雲論壇, 10707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893-88-9 (平裝) 

NT$5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宜蘭縣  

733.9/107.07  

親子一起來!玩遍宜蘭 34 個特色休

閒農場 : 跟著樂爸走,體驗在地生活 / 

林正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176 面; 17X23 公分 .-- (布克

生活 ; 91) .-- ISBN 978-957-9699-34-1 

(平裝) NT$380  

1.旅遊 2.休閒農場 3.宜蘭縣  

733.9/107.6  

中壢好生活 / 李日強總編輯 .-- 桃園

市 : 桃市中壢區公所, 10707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6-

9 (平裝)  

1.人文地理 2.桃園市中壢區  

733.9/109.9/109.4  

*從清代到當代 : 新竹 300 年文獻特

輯 / 廖志堅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市

文化局, 10707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9-0 ( 精 裝 ) 

NT$580  

1.地方文獻 2.新竹市  733.9/112.71  

*蘆竹湳好采頭藝術祭專刊. 2018 / 

劉蕙苓等採訪撰稿 .-- 苗栗縣頭份

市 : 苗縣傳統聚落文化協會, 10707 .-

- 1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721-0-8 (平裝)  

1.藝文活動 2.苗栗縣頭份市  

733.9/113.4  

邱德宏 X 有故事的我們 / 邱德宏

作 .-- 初版 .-- 苗栗縣通霄鎮 : 宏擘管

理 顧 問 出 版  : 二 郎 房 文 創 發 行 , 

10707 .-- 264 面; 21X31 公分 .-- ISBN 

978-986-90023-6-3 (精裝) NT$1500  

1.人文地理 2.照片集 3.苗栗縣通霄

鎮  733.9/113.9/125.4  

傾聽獅潭 : 探訪手工豆腐、水粄、

蠶業及苦茶油等生計的鄉村日常 / 

黃靖雅等作 ; 連瑞枝, 程惠芳主編 .-- 

初 版  .-- 新 竹 市  : 交 大 出 版 社 , 

10709 .-- 16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220-3-5 (平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行業 3.苗栗縣獅潭鄉  

733.9/113.9/129.4  

台中 2 天 1 夜這樣玩最喜歡 : 200 個

必拍景點 X12 條主題路線輕鬆自由

搭配才是旅行王道 / 紀廷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176 面; 23

公分 .-- (臺灣好[]迌 ; 115) .-- ISBN 

978-986-289-410-1 (平裝) NT$350  

1.旅遊 2.臺中市  733.9/115.6  

走玩故事館 / 靜宜大學中文系, 有故

事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故事, 10708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921-1-6 (平裝) 

NT$380  

1.旅遊 2.臺中市  733.9/115.6  

鹿篙香茶采風 / 潘樵文化工作室等

撰文編輯 .-- 南投縣魚池鄉 : 投縣鹿

篙社區發展協會 , 10708 .-- 55 面 ; 

14X21 公分 .-- ISBN 978-986-91348-1-

1 (平裝)  

1.人文地理 2.旅遊 3.南投縣魚池鄉  

733.9/119.9/121.4  

童遊彰化 : 玩出大能力 / 唐祖湘主

編 .-- 臺北市 : 天立, 10708 .-- 144 面; 

26 公分 .-- (親子遊 ; 1) .-- ISBN 978-

986-87937-5-0 (平裝) NT$350  

1.旅遊 2.親子 3.彰化縣  733.9/121.6  

臺南府城餅舖誌 / 張耘書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707 .-- 

38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 6) .-- ISBN 978-986-05-6316-

0 (平裝) NT$480  

1.糕餅業 2.臺南市  733.9/127.4  

臺南府城漢藥店誌 / 鄭佩雯主撰 ; 劉

婉君協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0707 .-- 368 面; 21 公分 .-- (大

臺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 5) .-- ISBN 

978-986-05-6314-6 (平裝) NT$470  

1.藥局 2.中藥 3.中醫史 4.臺南市  

733.9/127.4  

鄭成功東都開國.東都肁天興 : 臺南

市北疆文化資產特展圖錄 / 范勝雄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資協會, 

10707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701-4-7 (精裝)  

1.文化資產 2.文化資產保存 3.圖錄 4.

臺南市  733.9/127.4  

熱戀林百貨 : 最有溫度的臺南歷史

文化散步 / 王美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NA50) .-- ISBN 978-

957-32-8333-1 (平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百貨商店 3.臺南市  

733.9/127.4  

台南旅遊使用書 / 周培文文字 ; 王時

思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觀光旅遊

局, 10708 .-- 22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5-6334-4 (平裝)  

1.旅遊 2.臺南市  733.9/127.6  

戲說安平故事書 / 陳俊達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安平區公所, 

107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3-7 (平裝)  

1.人文地理 2.臺南市安平區  

733.9/127.9/111.4  

屏東學概論 / 李錦旭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374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8-

3 (平裝) NT$3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屏東縣  

733.9/135.07  

五感浪遊。台東的樣子  / 蕭裕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 

10708 .-- 224 面; 17X21 公分 .-- (生活.

臺灣. 旅行 ; 14) .-- ISBN 978-986-294-

209-3 (平裝) NT$399  

1.旅遊 2.臺東縣  733.9/139.6  

歐洲史地 

智慧七柱. 上冊 / T. E.勞倫斯(T. E. 

Lawrence)著 ; 蔡憫生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528 面; 

15*21 公分 .-- (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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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SBN 978-957-8759-21-3 (平裝) 

NT$650  

1.第一次世界大戰 2.沙烏地阿拉伯

史 3.社會生活 4.風俗 5.20 世紀  

740.272  

智慧七柱. 下冊 / T. E.勞倫斯(T. E. 

Lawrence)著 ; 蔡憫生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528 面; 

15*21 公分 .-- (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 

5) .-- ISBN 978-957-8759-22-0 (平裝) 

NT$650  

1.第一次世界大戰 2.沙烏地阿拉伯

史 3.社會生活 4.風俗 5.20 世紀  

740.272  

倫敦眼 : 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透

鏡 / 白舜羽, 魏君穎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 10708 .-- 

21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5975-2-4 (平裝) NT$350  

1.文化觀光 2.旅遊文學 3.英國倫敦  

741.719  

法國人只需十件衣 : 洞悉你的黃金

比例 / 韋甜甜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

代,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634-6 (平裝) NT$280  

1.社會生活 2.文化 3.法國  742.3  

我們這樣玩 : 奧地利 COOL! / 錢紹

晴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在我

家, 10708 .-- 180 面; 15X21 公分 .-- 

(視界旅校小作家習作假期 ; 2) .-- 

ISBN 978-986-90368-5-6 ( 平 裝 ) 

NT$280  

1.遊記 2.奧地利  744.19  

瑞士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 蘇瑞銘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成圖書, 

10709 .-- 240 面; 17X22 公分 .-- (自主

行系列 ; B6206) .-- ISBN 978-986-192-

331-4 (平裝)  

1.自助旅行 2.瑞士  744.89  

環遊西班牙 4000 公里 / 愛麗絲文.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成圖書, 

10709 .-- 176 面; 17X22 公分 .-- (自主

行系列 ; B6207) .-- ISBN 978-986-192-

330-7 (平裝)  

1.自助旅行 2.汽車旅行 3.西班牙  

746.19  

冰與火的國度 : ICELAND / Wallace 

Woo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

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708 .-- 224

面; 23 公分 .-- (Forth ; 22) .-- ISBN 

978-986-96561-2-2 (平裝) NT$380  

1.遊記 2.攝影集 3.冰島  747.79  

開始在希臘自助旅行 / 林少凡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710 .-- 176

面; 17X22 公分 .-- (So easy ; 83) .-- 

ISBN 978-986-336-268-5 ( 平 裝 ) 

NT$290  

1.自助旅行 2.希臘  749.59  

美洲史地 

看地圖一次讀懂美國史 / 張津瑞, 林

廣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709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61-0-6 (平裝) NT$360  

1.美國史  752.1  

非洲史地 

摩洛哥,貓的日常 / 李昱宏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成圖書, 10710 .-- 

224 面; 15X21 公分 .-- (出走系列 ; 

T1002) .-- ISBN 978-986-192-332-1 (平

裝)  

1.旅遊 2.攝影集 3.摩洛哥  767.39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 張念萱作 .-- 

六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710 .-- 160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73) .-- ISBN 

978-986-336-266-1 (平裝) NT$290  

1.自助旅行 2.澳大利亞  771.9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 陳銘凱作 .-- 四

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710 .-- 320 面; 

15X21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65) .-

- ISBN 978-986-336-265-4 ( 平 裝 ) 

NT$370  

1.旅遊 2.副業 3.澳大利亞  771.9  

傳記 

有太陽就好 : 全球 18 位生命總統普

照希望的故事 / 周進華等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周 大 觀 基 金 會 , 

107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40-3-6 (平裝) NT$380  

1.世界傳記  781.05  

使壞吧!女孩 / 安.沈作 ; 朱皓如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 

10710 .-- 22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94-4-3 (平裝) NT$320  

1.女性傳記  781.052  

華夏道統源流圖 / 徐藝筆, 江逸子撰

文 .-- 南投縣草屯鎮 : 佛恩關懷協會, 

10707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211-1-3 (平裝)  

1.傳記 2.通俗作品 3.中國  782.1  

三國志英雄傳. 1, 劉備 / ボブラ社授

權 ; 張琇媛文字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南門書局, 107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1-186-8 (精裝) 

NT$250  

1.傳記 2.三國 3.通俗作品 4.中國  

782.123  

三國志英雄傳. 2, 諸葛亮 / ボブラ社

授權 ; 張琇媛文字翻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南門書局,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1-187-5 (精

裝) NT$250  

1.傳記 2.三國 3.通俗作品 4.中國  

782.123  

三國志英雄傳. 3, 曹操 / ボブラ社授

權 ; 張琇媛文字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南門書局, 107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1-188-2 (精裝) 

NT$250  

1.傳記 2.三國 3.通俗作品 4.中國  

782.123  

三國志英雄傳. 4, 孫權與周瑜 / ボブ

ラ社授權 ; 張琇媛文字翻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1-

189-9 (精裝) NT$250  

1.傳記 2.三國 3.通俗作品 4.中國  

782.123  

三國志英雄傳. 5, 呂布 / ボブラ社授

權 ; 張琇媛文字翻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南門書局, 107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1-190-5 (精裝) 

NT$250  

1.傳記 2.三國 3.通俗作品 4.中國  

782.123  

重說司馬懿 : 忍出個路人皆知 / 郭瑞

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710 .-- 2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94-3-6 (平裝) NT$280  

1.(三國)司馬懿 2.傳記  78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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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 朱安傳 / 喬麗華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人物誌 ; 32) .-

- ISBN 978-986-178-465-6 ( 平 裝 ) 

NT$300  

1.朱安 2.傳記  782.886  

田中先生住田中?十萬日本姓氏的溯

源之旅,從起源、分布與演變軌跡解

讀姓氏的歷史 / 森岡浩著 ; 陳芬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

404-3 (平裝) NT$360  

1.姓名錄 2.日本  783.148  

浪漫臺三線 人文風光款款行 : 有餘

天地 / 天下編輯團隊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707 .-- 144 面; 

24 公分 .-- (款款行 ; 9) .-- ISBN 978-

986-398-360-6 (精裝) NT$499  

1.臺灣傳記  783.3186  

我以我血獻藍天 : 飛行員的故事. IV 

/ 王立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9 .-- 28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35-5 (平裝) NT$300  

1.飛行員 2.傳記  783.32  

NO 與 ON 的人生 / 吳文宗著 .-- 臺

北 市  : 三 之 三 生 命 教 育 基 金 會 , 

10708 .-- 216 面; 21 公分 .-- (小人物

生命故事系列 ; 1) .-- ISBN 978-986-

93297-1-2 (平裝) NT$230  

1.吳文宗 2.自傳  783.3886  

七十七十枉七十 / 藍毓荀作 .-- 臺北

市 : 藍毓荀, 10708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5747-5 (平裝) 

NT$300  

1.藍毓荀 2.自傳  783.3886  

乞丐之父 : 施乾 / 陳泳惠文字 ; 邱琇

惠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708 .-- 64 面; 30 公分 .-- (星月書

房) .-- ISBN 978-986-294-207-9 (精裝) 

NT$350  

1.施乾 2.臺灣傳記 3.繪本  783.3886  

吳經國 : 奧林匹克卅載 / 曾永福總編

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奧林匹

克之友協會, 10707 .-- 12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770-0-4 (精裝)  

1.吳經國 2.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3.

臺灣傳記  783.3886  

胡適日記全集 / 胡適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08-5154-0 (全套:精裝)  

1.胡適 2.學術思想 3.臺灣傳記  

783.3886  

國四重考生出頭天 / 江連君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張威珍, 10707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5751-

2 (平裝) NT$300  

1.張威珍 2.臺灣傳記  783.3886  

陳懷澄先生日記. 三, 一九一九年 / 

陳懷澄著 ; 許雪姬編註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7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48-8 (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05-6449-5 ( 精 裝 ) 

NT$400  

1.陳懷澄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盤山過嶺 :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 / 林

欣榮主述 ; 凃心怡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

基金會, 107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09-5-2 ( 精 裝 ) 

NT$420  

1.林欣榮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劉昌平先生紀念集 / 沈珮君主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合 報 公 司 , 

107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209-8-2 (平裝)  

1.劉昌平 2.臺灣傳記  783.3886  

龔行憲、龔行健兄弟半世紀的學思

人生 : 矽谷工程師和癌症科學家的

故事 / 鄭椲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709 .-- 320 面; 17X23 公

分 .-- (焦點系列 ; 10) .-- ISBN 978-

986-96499-6-4 (平裝) NT$360  

1.龔行憲 2.龔行健 3.傳記  783.3886  

與珍.奧斯汀喝杯下午茶 : 跟著她的

生平,漫遊英國人文史 / 海倫.艾咪

(Helen Amy)著 ; 劉珮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 10709 .-- 224 面 ; 

16X23 公分 .-- (圖說歷史 ; 55) .-- 

ISBN 978-986-178-467-0 ( 平 裝 ) 

NT$380  

1.奧斯汀(Austen, Jane, 1775-1817) 2.

作家 3.社會生活 4.英國  784.18  

懺悔錄 /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著 ; 李平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709 .-- 928 面; 21 公分 .-- (大家

身影系列 ; 1) .-- ISBN 978-957-11-

9866-8 (平裝) NT$900  

1.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

1778) 2.傳記  784.28  

生來奔跑 /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著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707 .-- 

472 面; 16X22 公分 .-- (文學森林書

系 ; YY0195) .-- ISBN 978-986-96414-

5-6 (平裝) NT$540  

1.史普林斯汀(Springsteen, Bruce) 2.傳

記 3.歌星  785.28  

他是賭神,更是股神 / 愛德華.索普

(Edward O. Thorp)著 ; 唐祖蔭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 

10707 .-- 4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7778-35-2 (平裝) NT$480  

1.索普(Thorp, Edward O.) 2.傳記 3.投

資  785.28  

破碎的美麗 : 一趟關於婚姻與背叛

的療癒之旅 / 珍.維特(Jen Waite)著 ; 

楊惠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508-8 ( 平 裝 ) 

NT$350  

1.維特(Waite, Jen) 2.傳記 3.婚姻  

785.28  

竹崎曾氏族譜  / 翁烔慶責任總編

輯 .-- 初版 .-- 嘉義縣竹崎鄉 : 曾南居

教育基金會, 10708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756-0-4 (精裝) 

NT$1200  

1.曾氏 2.族譜  789.2  

蔡氏族譜 / 蔡智賢, 蔡秋全撰稿 .-- 

臺中市 : 蔡氏族譜編委會, 10707 .-- 

4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59-0-1 (精裝)  

1.蔡氏 2.族譜  789.2  

文物考古 

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

畫報告輯第二階段報告 / 臧振華等

撰稿 ; 臧振華, 劉金源主編 .-- 初版 .-

- 臺 中 市  :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 

10708 .-- 冊 .-- ISBN 978-986-05-6418-

1 (第 1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

986-05-6419-8 ( 第 2 冊 : 精 裝 ) 

NT$300 .-- ISBN 978-986-05-6420-4 

(第 3 冊:精裝) NT$300  

1.海底古物志 2.文化資產保存 3.臺

灣  79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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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大明同文集舉要>>分部綜合研究 

/ 謝念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184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485-449-3 (精

裝)  

1.大明同文集舉要 2.字書 3.研究考

訂  802.08  

<<六書故>>音注研究 / 王鐵軍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709 .-- 238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 ; 第 6 冊) .-

- ISBN 978-986-485-453-0 (精裝)  

1.六書故 2.聲韻 3.研究考訂  802.08  

<<中華大字典>>注音研究  / 李凱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4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 十五輯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485-457-8 (精裝)  

1.中華大字典 2.聲韻 3.研究考訂  

802.08  

「止攝」字音讀在閩南語中的演變 / 

張茂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30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485-458-5 (精裝)  

1.閩南語 2.聲韻學  802.08  

方以智音學研究 / 洪明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

編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485-

454-7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

485-455-4 (下冊:精裝)  

1.聲韻學 2.古音  802.08  

古漢語「說話類」動詞語義場研究 / 

楊鳳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面; 30 公分 .-- (中國

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485-450-9 (精裝)  

1.漢語語法  802.08  

東漢經師音讀系統研究  / 邱克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

刊. 十五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

986-485-451-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452-3 (下冊:精裝)  

1.漢語 2.聲韻學 3.東漢  802.08  

陳夢家甲骨學綜合研究  / 曾俐瑋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84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 ; 第 1 冊) .-

- ISBN 978-986-485-447-9 (精裝)  

1.陳夢家 2.學術思想 3.甲骨學  

802.08  

論近代零聲母的形成與演化 : 以官

化區的明清語料及現代方言為主 / 

劉曉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280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輯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456-1 (精裝)  

1.漢語 2.聲韻學  802.08  

諧畫成語 / 阿酋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 10708 .-- 12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79-33-7 ( 平 裝 ) 

NT$360  

1.漢語 2.成語 3.漫畫  802.183  

成語植物園之小貓老大歷險記 / 王

家珍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也是文創, 巴巴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293-3-1 (平裝) NT$30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我也繪漢字 / 陳學志, 林振興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 10708 .-- 冊 .-- 

正 簡 通 用 版  .-- ISBN 978-957-09-

1965-3 (第 1 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57-09-1966-0 (第 2 冊:平裝) 

NT$280  

1.漢字  802.2  

圖解文字學常識與漢字演變 / 陳姞

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61-3 (平裝) NT$360  

1.漢語文字學 2.漢字  802.2  

常用成語典 / 弘雅圖書辭典編纂委

員會編纂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弘

雅圖書, 10709 .-- 6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135-8-9 (精裝)  

1.漢語詞典 2.成語  802.35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 世一文化

字典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709 .-- 14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29-425-1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9  

閩南語通俗話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

市 : 菜根香, 10708 .-- 144 面; 19 公

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

986-6169-60-1 (平裝)  

1.閩南語 2.讀本  802.523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暨中高

級 / 古國順等編修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0707 .-- 冊 .-- 大埔

腔 .-- ISBN 978-986-05-6356-6 (上冊:

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 ISBN 978-

986-05-6357-3 (下冊: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1.客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暨中高

級 / 古國順等編修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0707 .-- 冊 .-- 四縣

腔 .-- ISBN 978-986-05-6352-8 (上冊:

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 ISBN 978-

986-05-6353-5 (下冊: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1.客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暨中高

級 / 古國順等編修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0707 .-- 冊 .-- 海陸

腔 .-- ISBN 978-986-05-6354-2 (上冊:

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 ISBN 978-

986-05-6355-9 (下冊: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1.客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暨中高

級 / 古國順等編修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0707 .-- 冊 .-- 詔安

腔 .-- ISBN 978-986-05-6360-3 (上冊:

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 ISBN 978-

986-05-6361-0 (下冊: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1.客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2.5238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暨中高

級 / 古國順等編修 .-- 初版 .-- 新北

市 : 客家委員會, 10707 .-- 冊 .-- 饒平

腔 .-- ISBN 978-986-05-6358-0 (上冊:

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 ISBN 978-

986-05-6359-7 (下冊:平裝附隨身碟) 

NT$250  

1.客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2.52382  

作文成語活學活用 / 尹斌庸, 周苓仲, 

何澤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靈活

文化,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中



64 

 

英對照  .-- ISBN 978-986-5721-42-8 

(平裝)  

1.漢語 2.作文 3.成語  802.7  

中文實用語文 / 康世昌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津, 10707 .-- 41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39-061-

9 (平裝) NT$430  

1.漢語 2.應用文  802.79  

應用中文 / 翁敏修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710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64-4 (平

裝) NT$300  

1.漢語 2.應用文  802.79  

華語文聽力測驗. 中級篇(進階級 B1) 

/ 陳嘉怡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陳

嘉怡, 107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7-5 (平裝附光碟

片) NT$4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精彩漢語. 二 : 初級漢語教材 / 信世

昌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10 .-- 280 面; 19X26 公分 .-- 法語

版 .-- ISBN 978-957-11-9842-2 (平裝) 

NT$3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趣學 TOCFL 入門詞彙 / 李俐蓉作 .-- 

新北市 : 華測會, 10708 .-- 3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763-8-9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小朋友學藏文 : 拼音班 / 葉蕙

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6719-0-3 (平裝) NT$150  

1.漢語 2.拼音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一期 : 口語會

話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1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719-1-0 ( 平 裝 ) 

NT$150  

1.漢語 2.會話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七期 : 入中論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

書坊,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6719-7-2 (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二期 : 法的名

相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12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719-2-7 ( 平 裝 )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三期 : 心類學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

書坊, 10707 .-- 1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9-3-4 ( 平 裝 )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六期 : 八事七

十義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7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719-6-5 (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五期 : 普賢行

願品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11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719-5-8 (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四期 : 道次第

與佛子行 / 葉蕙蘭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德祺書坊, 10707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9-4-1 (平

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文獻足徵 : 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

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 莊

吉發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506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

刊 ; 32) .-- ISBN 978-986-314-419-9 

(平裝) NT$700  

1.滿語 2.讀本  802.918  

日語口譯實況演練 / 何月華, 林雅芬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鴻儒堂,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230-36-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1.日語 2.口譯  803.1  

出擊!日語單字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

step 1 / 小池直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0709 .-- 222 面; 21 公

分 .-- (日語神器 ; 3) .-- ISBN 978-986-

246-510-3 (25K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1.日語 2.詞彙  803.12  

臨時需要用到的日語(關鍵字 6000+

會話 4000) / 李憶玉, 須永賢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709 .-- 

992 面; 11X15 公分 .-- ISBN 978-986-

407-105-0 (平裝附光碟片) NT$598  

1.日語 2.詞彙 3.會話  803.12  

不小心就學會日語 / 雅典日研所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709 .-- 320 面; 15X21 公分 .-- (全民

學日語 ; 42) .-- ISBN 978-986-96086-

8-8 (平裝附光碟片) NT$250  

1.日語 2.語法  803.16  

隨手讀.輕鬆記!看圖表學日語文法 / 

李復文著 .-- 2 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708 .-- 192 面; 15 公分 .-- 攜帶版 .-

- ISBN 978-957-710-734-3 ( 平 裝 ) 

NT$220  

1.日語 2.語法  803.16  

日語美食王 / 游淑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708 .-- 20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722-

6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日語 2.讀本  803.18  

出擊!日語聽力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

step 1 /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709 .-- 

215 面; 21 公分 .-- (日語神器 ; 4) .-- 

ISBN 978-986-246-511-0 (25K 平裝附

光碟片) NT$31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玩桌遊學日語 / 蔣孝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2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44-

6 (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現代日本語. 初級 / 蘇文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 

10709 .-- 冊 .-- ISBN 978-986-05-6476-

1 (上冊:平裝附光碟) NT$350 .-- ISBN 

978-986-05-6477-8 (下冊:平裝附光碟) 

NT$3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現代日本語. 初級 : 學習手冊 / 蘇文

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

大學,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05-6478-5 ( 上 冊 : 平 裝 ) NT$160 .-- 

ISBN 978-986-05-6479-2 (下冊:平裝) 

NT$2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標準日本語看這本就夠了 / 梁美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9 .-- 2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45-3 (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必考!新日檢 N5 文法.句型 / 本間岐

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708 .-- 320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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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系列 ; 53) .-- ISBN 978-986-96580-

8-9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 JLPT N4 關鍵 540 題 : 文字、

語彙、文法、讀解、聽解一次到位 / 

濱川真由美, 蔡麗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我識, 107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733-0-3 (平裝

附光碟片) NT$399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

必背文法大全 / 吉松由美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709 .-- 528

面; 15 公分 .-- (日檢大全 ; 32) .-- 攜

帶本精修版  .-- ISBN 978-986-246-

509-7 (50K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365 天,用日曆學韓文 / 閔敬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709 .-- 

384 面; 11X15 公分 .-- ISBN 978-986-

407-104-3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韓語 2.詞彙  803.22  

越寫越讀越上手!韓語四十音習字帖 

/ DT 企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

藤, 107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33-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20  

1.韓語 2.發音  803.24  

世界最強韓文文法 / 金淑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709 .-- 

3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407-106-7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1.韓語 2.語法  803.26  

TOPIK II 新韓檢完全解密 : 中高級 / 

金至學作 ; 許露西, 熊懿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0708 .-- 

436 面 ; 26 公分  .-- (新韓檢館  ; 

KT002) .-- ISBN 978-957-532-515-2 

(平裝附光碟片)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會話  / 克氏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0709 .-- 28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085-3 (平裝) NT$499  

1.越南語 2.會話  803.7988  

初級經貿印尼語 / 魏愛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48-4 

(平裝) NT$320  

1.印尼語 2.讀本  803.9118  

歌唱學法語 / 楊啟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敦煌 , 10710 .-- 279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846-

1 (平裝)  

1.法語 2.讀本  804.58  

用簡單法語聊不停 / 朴晚珪, Arnaud 

Duval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

院, 107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033-8-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1.法語 2.會話  804.588  

基礎西班牙語. 一 : 文藻外語大學遠

距教材 / 劉碧交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上林文化, 10708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105-8-5 (平

裝) NT$40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48  

輕鬆開口說西文 / 金賢真, 胡惠雲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林文化, 

10707 .-- 33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5105-7-8 (平裝) NT$60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科技英文閱讀方法 / 陳達武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3-

884-0 (平裝)  

1.英語 2.科學技術 3.學習方法  

805.1  

葳姐的 12 堂親子英語共讀魔法課 / 

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 , 10708 .-- 288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39-

2 (平裝) NT$320  

1.英語 2.親職教育  805.1  

實用大學英語翻譯手冊 / 朱豔, 王宏

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392-4 (平裝) NT$400  

1.英語教學 2.高等教育  805.103  

升科大.四技二專統測完全攻略 / 陳

豫弘總編輯 .-- 四版 .-- 臺北市 : 希伯

崙公司, 10708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257-0 (平裝附光碟

片)  

1.英語 2.詞彙  805.12  

考前神救援!5 in 1 單字救急奇蹟書 / 

張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708 .-- 400 面; 23 公分 .-- (Master ; 

7) .-- ISBN 978-986-271-832-2 (平裝)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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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707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429-426-8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英文詞彙 5000 輕鬆學 / 陳坤田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708 .-- 

52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

445-804-2 (平裝) NT$480  

1.英語 2.詞彙  805.12  

題解真正會考的 7,000 單字 / 林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709 .-- 6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07-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詞彙  805.12  

片語有圖超好記!超越天生語感的最

強圖記法 / 張翔, 薛詩怡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708 .-- 320 面; 

23 公分 .-- (Excellent ; 88) .-- ISBN 

978-986-271-833-9 (平裝) NT$399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遠東簡明英漢辭典 / 遠東圖書公司

編審委員會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709 .-- 10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6167-2-0 (60K 聖經精

裝) NT$500  

1.英語 2.詞典  805.132  

遠東簡明漢英辭典 / 遠東圖書公司

編審委員會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709 .-- 10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6167-3-7 (60K 聖經精

裝) NT$500  

1.英語 2.詞典  805.133  

英語自然發音法規則 / 李輝華, 楊明

倫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21-7 (平裝) NT$320  

1.英語 2.發音  805.141  

30 天英語基礎文法 / 蔡文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708 .-- 

30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43-9 (平裝) NT$300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寫作教戰手冊. 基礎篇 / 黃瑜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語言工場, 

10708 .-- 2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6963-71-1 (20K 平裝)  

1.英語 2.寫作法  805.17  

英文寫作教戰手冊. 進階篇 / 孫雅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語言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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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23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6963-72-8 (20K 平裝)  

1.英語 2.寫作法  805.17  

圖解英文寫作風格的要素 / William 

Strunk Jr., Nana 老師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語樂多, 107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279-7-9 (平裝) 

NT$299  

1.英語 2.修辭學 3.寫作法  805.171  

外國人天天在用上班族萬用 E-mail

大全 : 五分鐘搞定!分類最完整,隨套

隨用近 800 篇英文範本,讓你工作無

往不利 ,擁有國際競爭力  / 白善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0710 .-- 48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086-0 (平裝) NT$449  

1.英語 2.電子郵件 3.應用文  

805.179  

Fun 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 新生入

門英語閱讀 / Michael A. Putlack, e-

Creative Contents 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707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716-5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Fun 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 新生入

門英語閱讀 / Michael A. Putlack, e-

Creative Contents 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86-318-718-9 (第 3 冊:平裝附光

碟片) .-- ISBN 978-986-318-719-6 (第

4 冊: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食品科技英文 / 曾道一, 賈宜琛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708 .-- 22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433-2 (平裝) NT$370  

1.英語 2.食品科學 3.讀本  805.18  

最經典的英語故事讀本 : 看文學名

著學英語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

集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0708 .-- 41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256-3 (平裝附光碟

片)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 陳安

琪總編輯 .-- 七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

比, 10708 .-- 368 面; 26X40 公分 .-- 

ISBN 978-986-96764-4-1 (平裝附光碟

片) NT$480  

1.英語 2.導遊 3.領隊 4.讀本  805.18  

最讓人發毛的鬼話英文 : 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 / 潘亭軒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709 .-- 

144 面; 21X28 公分 .-- (EZ 叢書館 ; 

32) .-- ISBN 978-986-248-746-4 (平裝

附光碟片) NT$3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BJ4!學好留學英文就這麼簡單 / 賴世

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708 .-- 416 面; 17 公分 .-- (常春藤

口袋就是腦袋 . 口語袋著走系列  ; 

BC04) .-- ISBN 978-986-5676-45-2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Exactly! 這 本 職 場 英 文 讓 你 GET 

READY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春藤有聲, 10708 .-- 352 面; 17

公分 .-- (常春藤口袋就是腦袋. 口語

袋著走系列 ; BC05) .-- ISBN 978-986-

5676-46-9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什麼?原來要醬和老外談天說地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聲, 10708 .-- 400 面; 17 公分 .-- (常春

藤口袋就是腦袋. 口語袋著走系列 ; 

BC01) .-- ISBN 978-986-5676-42-1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推!靠這本在國外生活 SO EASY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聲, 10708 .-- 352 面; 17 公分 .-- (常春

藤口袋就是腦袋. 口語袋著走系列 ; 

BC02) .-- ISBN 978-986-5676-43-8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袋我走!用英文玩遍全球 / 賴世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708 .-- 432 面; 17 公分 .-- (常春藤

口袋就是腦袋 . 口語袋著走系列  ; 

BC03) .-- ISBN 978-986-5676-44-5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彩圖實境生活英語 Just Say It / Laura 

Phelps,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 

林晨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708 .-- 35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721-9 (25K 平裝附

光碟片)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一次就考到雅思聽力 6.5+ / 倍斯特

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倍斯特, 

10708 .-- 416 面; 17X23 公分 .-- (考用

英 語系 列  ; 11) .-- ISBN 978-986-

96309-3-1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 1 級, 模

擬 試 題 冊 解 析  / 劉 慧 如 , Dennis 

Christopher Jackson 編著 .-- 2 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華, 10708 .-- 30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48-

3 (平裝)  

1.英語 2.能力測驗  805.189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聽力解

題祕笈 / James Brown, Hanna Hu 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709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6733-1-0 (平裝附光碟片) NT$449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初級初試制勝模擬試題 : 聽力&閱讀

-解答本 / 賴世雄等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708 .-- 240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全民英檢系

列 ; G08-2) .-- ISBN 978-986-5676-41-

4 (平裝附光碟片) NT$360  

1.英語 2.問題集  805.1892  

初級初試模擬試題冊解析 / 劉慧如, 

Dennis Jackson 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 , 10707 .-- 368 面 ; 

19X26 公分 .-- (東華新世紀全民英檢

叢書) .-- ISBN 978-957-483-944-5 (平

裝)  

1.英語 2.問題集  805.1892  

歸納聯想托福必考 10,000 字 / 陳豫

弘總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708 .-- 400 面; 23 公分 .-- 點

讀版 .-- ISBN 978-986-441-255-6 (平

裝附光碟片)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多益全真測驗通關 : 2018 新制 / 莊

耿忠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708 .-- 320 面; 19X26 公分 .-- (應試

高手) .-- ISBN 978-957-445-803-5 (平

裝) NT$450  

1.多益測驗  805.1895  

字彙多益點. 職場生活篇 / 楊玉琦, 

王振玲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707 .-- 29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45-801-1 (平裝附光碟片)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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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多益 TOEIC 聽力考前衝刺 : 針

對新題型最快速有效的聽力密集班! 

/ 劉樹燃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0708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084-6 (平裝) NT$49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字母 LETTER : 胡淑雯專輯 / 衛城出

版編輯部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衛

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192

面; 17X23 公分 .-- (字母 ; 24) .-- ISBN 

978-986-96435-8-0 (平裝) NT$300  

1.世界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10.7  

胭脂 / 鄭聖勳作 .-- 新北市 : 蜃樓,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聖勳作

品集 ; 冊 3) .-- ISBN 978-986-91263-4-

2 (平裝) NT$320  

1.文藝評論 2.文化研究 3.文集  

810.7  

接受與符號 : 關於圖像、敘事及宗

教之探究 / 王晴慧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 10707 .-- 3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177-6 (平裝)  

1.敘事文學 2.符號學 3.文學評論  

810.7  

晝夢 / 鄭聖勳作 .-- 新北市 : 蜃樓,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聖勳作

品集 ; 冊 2) .-- ISBN 978-986-91263-3-

5 (平裝) NT$350  

1.文藝評論 2.文化研究 3.文集  

810.7  

當代網絡文學研究 / 黃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7 .-- 

1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362-7 (平裝) NT$350  

1.文學 2.文學評論  810.7  

創意寫作的構思原理與方法論 / 林

黛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708 .-- 128 面; 23 公分 .-- (學術叢

書) .-- ISBN 978-986-449-124-7 (平裝) 

NT$250  

1.寫作法  811.1  

寫作的美學與技藝 / 林黛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709 .-- 240 面; 

21 公分 .-- (工具書館 ; 14) .-- ISBN 

978-986-449-123-0 (平裝) NT$280  

1.寫作法  811.1  

專題製作 SOP 最佳秘笈 : 商業與管

理群適用 / 林淑芬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7 .-- 2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1-

9 (平裝)  

1.論文寫作法  811.4  

寫論文,其實不難 : 學術新鮮人必讀

本 / 林淑馨著 .-- 二版 .-- 高雄市 : 巨

流,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2-569-3 (平裝)  

1.論文寫作法  811.4  

養蜂人吻了我 : 世界情詩選 / 陳黎, 

張芬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10708 .-- 400 面; 21 公分 .-- (Open ; 

4) .-- ISBN 978-957-05-3157-2 (平裝) 

NT$450  

 813.1  

*一起讀、一起玩 / 周婉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708 .-- 160

面; 22 公分 .-- (星月書房 ; 68) .-- 

ISBN 978-986-294-205-5 ( 平 裝 ) 

NT$360  

1.繪本 2.兒童文學 3.閱讀指導  

815.9  

兒童文學 : 批評導論 / 廖卓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7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

9833-0 (平裝) NT$500  

1.兒童文學 2.文學評論  815.92  

悅讀名著看世界 : 實現未來的夢想

希望故事 / ささきあり作 ; 花珠等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709 .-- 224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243-665-3 (平裝)  

 815.93  

愛的傳奇 : 世界文學名作選 / 張子樟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 

10708 .-- 264 面; 21 公分 .-- (散文館 ; 

36) .-- ISBN 978-986-449-118-6 (平裝) 

NT$250  

 815.93  

中國文學 

致理科技大學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

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 王志瑋等

作 ; 張清文主編 .-- 新北市 : 致理科

大, 10706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52-1-6 (平裝)  

1.國文科 2.語文教學 3.高等教育 4.

文集  820.33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 2017 / 

王士元主講 ; 政大中文系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0707 .-- 

1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17-7 (平裝) NT$150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年 / 游

秀雲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銘傳大

學應用中文系所, 10707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70-3-6 (平

裝) NT$500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 / 譚

國根, 梁慕靈, 黃自鴻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8 .-- 312

面; 16X23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F0228)(文學視界 ; 9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9-4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326-578-8 

(精裝) NT$650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20.7  

1976 年前後文學的異同與演進 / 李

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

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485-464-6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夢影緣>>與<<精忠傳彈詞>>研究 

/ 邱靖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學研

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986-485-509-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10-0 (下冊:精裝)  

1.彈詞 2.文學評論  820.8  

天理與人欲的流動 : 理學在南戲中

的呈現 / 周麗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485-512-4 

(精裝)  

1.理學 2.南戲 3.文本分析  820.8  

六朝志怪筆記中動物故事研究 / 陳

曉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十八編 ; 第 14-15 冊) .-- ISBN 

978-986-485-515-5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485-516-2 (下冊:精裝)  

1.六朝志怪 2.志怪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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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雜劇娛樂功能研究 / 康相坤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709 .-- 24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

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485-511-7 (精裝)  

1.元雜劇 2.戲曲評論  820.8  

由志士到文士 : 辛棄疾在宋孝宗朝

(1162-1189)的「政」與「文」 / 黃全

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

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485-506-3 (精裝)  

1.(宋)辛棄疾 2.宋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20.8  

古典小說品論 / 張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6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

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485-

507-0 (精裝)  

1.古典小說 2.文學評論  820.8  

地域視角與王安憶的小說創作 / 程

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

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485-465-3 (精裝)  

1.王安憶 2.中國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共識.分化.多元 : 五十年雷鋒報導話

語變遷研究 / 胡襯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66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

叢書. 六編 ; 第 3 冊) .-- ISBN 978-

986-485-462-2 (精裝)  

1.中國新聞史 2.新聞報導  820.8  

宋代「說話」伎藝的商業化運作模

式研究 / 李啟潔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8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485-508-7 

(精裝)  

1.宋元話本 2.文學評論  820.8  

青樓青山青史 : 河東君與<<柳如是

別傳>>新論 / 李栩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485-504-9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485-505-6 (下

冊:精裝)  

1.柳如是別傳 2.研究考訂  820.8  

京劇開蒙戲研究 / 黃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5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

485-514-8 (精裝)  

1.京劇 2.藝術教育  820.8  

城市視覺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 / 曾

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

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485-461-5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莊子與骷髏 : 敘事文學中的多重對

話 / 洪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25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485-502-5 (精裝)  

1.莊子 2.研究考訂  820.8  

清代組劇研究 / 金雯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9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

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485-

513-1 (精裝)  

1.清代雜劇 2.戲曲評論  820.8  

規訓與認同 : 當代華語青春電影研

究 / 楊林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274 面; 26 公分 .-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

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485-

460-8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電影文學 3.文學

評論  820.8  

張煒「半島」世界空間解碼 / 路翠

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3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

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485-463-9 (精裝)  

1.張煒 2.中國當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20.8  

蘇門詞人「主體意識」與詞作「文

人化」現象研究 / 林玉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2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十八編 ; 第 2 冊) .-- ISBN 978-

986-485-503-2 (精裝)  

1.宋詞 2.詞論  820.8  

鐵凝小說敘事研究 / 周雪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60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

與文學叢書. 六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485-466-0 (精裝)  

1.鐵凝 2.中國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1933 年的文學遊戲研究  / 管冠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6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5 冊) .-

- ISBN 978-986-485-522-3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左聯」時期的左翼雜誌與左翼文

藝運動 / 李淑英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6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485-

519-3 (精裝)  

1.中國文學 2.左翼文學 3.文藝評論  

820.9  

「語言統一」與現代中國文學運動 / 

朱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204 面; 26 公分 .-- (民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485-531-5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三十年代論爭語境中的魯迅 / 宋歡

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

986-485-520-9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521-6 (下冊:精裝)  

1.周樹人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20.9  

民 國 時 期 上 海 的 文 學 與 法 律

(1927~1937) / 苟強詩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34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

485-524-7 (精裝)  

1.上海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由蘇曼殊看晚清民初文學轉型 / 黃

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4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1 冊) .-

- ISBN 978-986-485-518-6 (精裝)  

1.蘇曼殊 2.中國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  

在文士與鬥士之間  : 王平陵研究

(1917-1949) / 張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9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485-

528-5 (精裝)  

1.王平陵 2.學術思想 3.文藝評論  

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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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與「大眾化」革命 (1937-

1949) : 以丁玲、趙樹理的寫作為中

心 / 吳舒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709 .-- 188 面; 26 公分 .-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526-1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徐訏新論 / 閆海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64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485-

527-8 (精裝)  

1.徐訏 2.中國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  

從危機詩學到地域小說 : 中國現代

文學中英論文集 / 鄭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1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

986-485-530-8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陪都文化論 / 郝明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27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

485-525-4 (精裝)  

1.中國文化 2.文化評論  820.9  

複調與對位 : <<郭沫若全集>>集外

文研究 / 張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8 .-- 310 面; 26 公

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

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485-

529-2 (精裝)  

1.郭沫若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20.9  

戰國策派的美學思想初探 / 高阿蕊, 

張武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164 面; 26 公分 .-- (民

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刊. 十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485-523-0 (精裝)  

1.中國美學史 2.文學流派 3.文學評

論  820.9  

明代辨體觀念析論 / 鄭柏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707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775-9 (平裝) NT$400  

1.明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體  

820.906  

日記中的抗戰與文學 : 以三位元作

家日記為考察物件 / 張武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7 .-- 332

面; 21 公分 .-- (民國文學與文化系列

論叢 ; 10) .-- ISBN 978-986-314-418-2 

(平裝) NT$460  

1.中國文學史 2.抗戰文藝 3.文藝評

論  820.908  

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影像多元敘事研

究 / 馮清貴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57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81-447-1 ( 平 裝 ) 

NT$300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08  

民國歷史語境與革命文學重新闡釋 / 

張武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7 .-- 302 面; 21 公分 .-- (民國文

學與文化系列論叢 ; 8) .-- ISBN 978-

986-314-417-5 (平裝) NT$420  

1.中國文學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

論  820.908  

<<玉臺新詠>>研究 / 冷紀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86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

刊. 第二四輯 ; 第 1 冊) .-- ISBN 978-

986-485-438-7 (精裝)  

1.玉臺新詠 2.研究考訂  820.91  

史達祖詠物詞研究 / 呂怡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四輯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485-443-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444-

8 (下冊:精裝)  

1.(宋)史達祖 2.宋詞 3.詞論  820.91  

唐詩安西書寫研究 / 陳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四輯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485-439-4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485-440-

0 (下冊:精裝)  

1.唐詩 2.詩評  820.91  

書寫之後 : 反叛回憶的夢窗詞 / 林晏

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82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

歌研究彙刊. 第二四輯 ; 第 5 冊) .-- 

ISBN 978-986-485-442-4 (精裝)  

1.(宋)吳文英 2.宋詞 3.詞論  820.91  

黃景仁詞的注譯賞析 / 朱元明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709 .-- 270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

歌研究彙刊. 第二四輯 ; 第 9 冊) .-- 

ISBN 978-986-485-446-2 (精裝)  

1.(清)黃景仁 2.清代詞 3.詞論  

820.91  

董士錫生平及其詞學研究 / 陳米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170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

歌研究彙刊. 第二四輯 ; 第 8 冊) .-- 

ISBN 978-986-485-445-5 (精裝)  

1.(清)董士錫 2.傳記 3.清代詞 4.詞論  

820.91  

蘇、黃戲題詩研究 / 謝光輝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306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

刊. 第二四輯 ; 第 4 冊) .-- ISBN 978-

986-485-441-7 (精裝)  

1.宋詩 2.詩評  820.91  

環境與創作 : 以晚唐「咸通十哲」

為主的一種文學社會學觀察 / 林燕

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7 .-- 3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43-489-3 (平裝) NT$380  

1.唐詩 2.詩評 3.文學社會學  

820.9104  

交會的風雷 / 楊宗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允晨文化, 10707 .-- 344 面; 

15X23 公分 .-- (允晨文集 ; 83) .-- 

ISBN 978-986-96222-8-8 ( 平 裝 ) 

NT$300  

1.新詩 2.詩評 3.文集  821.8807  

中國文學總集 

不然呢 Brand New 青年文集 / 蘇禹

丞等著 ; 段戎, 許瞳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不然呢青年文集, 10708 .-- 

21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6791-0-7 (平裝) NT$280  

 830.86  

建中文選. 107 年度 / 臺北市立建國

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

科教研會, 10707 .-- 2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8546-6-6 ( 平 裝 ) 

NT$250  

 830.86  

唐詩三百首 / 朱炯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海印刷設計, 10709 .-- 736

面 ; 8X11 公 分  .-- ISBN 978-986-

95953-4-6 (平裝) NT$180  

 831.4  

精英必備的素養 : 全唐詩. 中唐到晚

唐篇:家事、國事、天下事,人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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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起落落,詩人替你道盡心情。 / 

鞠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708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00-4-5 (平裝) NT$360  

1.全唐詩 2.研究考訂  831.4  

大學國文 / 蔡忠道主編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709 .-- 37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60-6 (平

裝) NT$45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古典與現代的對話 / 劉君[], 彭雅玲, 

楊裕貿主編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

文教材研發團隊述解 .-- 三版 .-- 臺

北市 : 洪葉文化, 10708 .-- 33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38-1-

7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風起青春飛揚 :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

生創作與實務精選輯  / 陳章錫等

作 .-- 初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

學文學系, 10707 .-- 230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6109-56-0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進擊吧!現代詩 : 詩、歌、人聲的傳

媒實踐 / 顧蕙倩, 陳嘉瑀, 張維斌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30-9 (平裝) NT$3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愛悅讀 : 為生命點一盞燈 / 陳昱珍

著 .-- 初版 .-- 屏東縣鹽埔鄉 : 大仁科

大, 10707 .-- 1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40-44-0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極短篇閱讀與寫作 / 陳謙, 古嘉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26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

11-9818-7 (平裝) NT$300  

1.國文科 2.讀本 3.寫作法  836  

暨情.好讀 : 暨大國文選 /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編輯團隊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709 .-- 320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11-9817-0 (平裝) 

NT$3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柳文選析 / 胡楚生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學生, 107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774-2 (平

裝) NT$500  

 844.15  

韓文選析 / 胡楚生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學生, 107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773-5 (平

裝) NT$500  

 844.17  

徐志摩全集 / 徐志摩作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709 .-- 49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5611-83-5 (平裝)  

 848.4  

千迴萬轉 : 張愛玲學重探 / 林幸謙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7 .-- 

460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論) .-- 

ISBN 978-957-08-5155-7 (平裝)  

1.張愛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4.

文集  848.6  

吟作鴻爪. 續集 / 賓碧秋著 .-- 臺北

市 : 春暉慈孝書畫苑, 10707 .-- 7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808-0-6 

(平裝)  

 848.6  

*衍芬樓詩文集 / 邱衍文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衍芬樓主人, 10707 .-- 1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5777-

2 (平裝) NT$280  

 848.6  

離家不遠 : 林秀蘭作品集 / 林秀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0708 .-- 368 面; 21 公

分 .-- (傳家系列 ; 4) .-- ISBN 978-986-

5726-57-7 (平裝) NT$250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山川未來詩集 / 山川未來作 .-- 臺北

市 : 繆斯影藝, 10708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6786-0-5 (平裝) 

NT$280  

 851.486  

*子青詩作選 : 夾娃娃機的異想世界 

/ 魯子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

人文, 10708 .-- 2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485-3-9 ( 平 裝 ) 

NT$200  

 851.486  

少女詩篇 / 鄭聖勳作 .-- 新北市 : 蜃

樓, 10708 .-- 136 面; 21 公分 .-- (聖勳

作品 集  ; 冊 4) .-- ISBN 978-986-

91263-5-9 (平裝) NT$250  

 851.486  

白鳥之歌 : 曾貴海情詩選 / 曾貴海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708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656-0-5 (平裝) NT$350  

 851.486  

自討苦吃的人 / 李豪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1) .-- ISBN 

978-957-8950-53-5 (平裝) NT$300  

 851.486  

回憶之翼 : 詩,流著淚 / 愛蓮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驛鯨文化, 10708 .-- 

176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

96469-2-5 (平裝) NT$280  

 851.486  

夜裡飛行 / 寒鴉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朋友文化, 10708 .-- 160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6-

3 (平裝)  

 851.486  

林錫嘉現代詩賞析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284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代詩點將錄 ; 

2) .-- ISBN 978-986-314-422-9 (平裝) 

NT$420  

1.林錫嘉 2.新詩 3.詩評  851.486  

耶加雪菲的據點 / 劉梅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10708 .-- 186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722-0-7 (平裝) NT$350  

 851.486  

風過竹林盡成憶 / 蔡澤民著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欣興, 10706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428-9-9 

(平裝) NT$200  

 851.486  

骨皮肉 / 顏艾琳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24 面; 19 公

分 .-- (新人間 ; 271) .-- ISBN 978-957-

13-7510-6 (平裝) NT$380  

 851.486  

淚水釀成蜜 : 詠金門詩歌 107 首 / 黃

克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情書, 

10707 .-- 208 面; 15X21 公分 .-- (島之

書系列 ; 6) .-- ISBN 978-986-96610-1-

0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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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486  

現代田園詩人許其正作品研析 / 陳

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394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

代詩點將錄 ; 3) .-- ISBN 978-986-314-

423-6 (平裝) NT$500  

1.許其正 2.新詩 3.詩評  851.486  

莫渝現代詩賞析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202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代詩點將錄 ; 

5) .-- ISBN 978-986-314-425-0 (平裝) 

NT$300  

1.莫渝 2.新詩 3.詩評  851.486  

婕詩派 / 秀實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178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1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268-2 (平裝) NT$240  

 851.486  

陳寧貴現代詩研究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266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代詩點將錄 ; 

4) .-- ISBN 978-986-314-424-3 (平裝) 

NT$380  

1.陳寧貴 2.新詩 3.詩評  851.486  

雲在岡上 : 林金台詩集 / 林金台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社, 

107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694-2-1 (平裝) NT$280  

 851.486  

曾美霞現代詩研析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代詩點將錄 ; 

6) .-- ISBN 978-986-314-426-7 (平裝) 

NT$360  

1.曾美霞 2.新詩 3.詩評  851.486  

詩雨紛飛的四季 / 黃仁義詩.攝影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3-4 (平裝) NT$250  

 851.486  

新嘗試集 / 哲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景 出版  : 晴 光文 化發 行 , 

10708 .-- 176 面; 21 公分 .-- (台灣文

學叢書 ; 177) .-- ISBN 978-957-39-

1069-5 (平裝) NT$250  

 851.486  

劉正偉現代詩賞析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708 .-- 274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代詩點將錄 ; 

7) .-- ISBN 978-986-314-427-4 (平裝) 

NT$400  

1.劉正偉 2.新詩 3.詩評  851.486  

誰打翻燈塔任思念東湧 / 小實文 ; 駿

仔攝影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 

10707 .-- 160 面; 20 公分 .-- (遠景叢

書 ; 167) .-- ISBN 978-957-39-1067-1 

(平裝) NT$320  

 851.486  

鄭雅文現代詩之佛法衍譯 / 陳福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 

10708 .-- 162 面; 21 公分 .-- (華文現

代詩點將錄 ; 1) .-- ISBN 978-986-314-

421-2 (平裝) NT$240  

1.鄭雅文 2.新詩 3.詩評  851.486  

戰國爭霸 : 歐崇敬詩集. 19 / 歐崇敬

著 ; 歐崇敬, 歐栩韶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停雲, 中州科大, 南華大學, 

107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62-8-2 (平裝)  

 851.486  

褪獸期 / 夜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10707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6060-9-7 ( 平 裝 ) 

NT$250  

 851.486  

快了快了 / 馮翊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0707 .-- 240 面; 21 公

分 .-- (聯合文叢 ; 632) .-- ISBN 978-

986-323-271-1 (平裝) NT$280  

 854  

偽婚男女 / 周美玲, 歐陽瑤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故 事 工 場 文 創 ,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664-6-1 (平裝) NT$260  

 854.6  

九天講古與湘夫人文集  / 湘夫人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

化局,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3-5 ( 平 裝 ) 

NT$300  

 855  

小人物傳奇的體驗與啟示. 25 / 趙新

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707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928-69-8 (平裝)  

 855  

心手集 : 學生作品集精選. 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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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修科大通

識中心文史科, 10707 .-- 405 面; 30

公分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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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9-61-2 (平

裝)  

 855  

不管你去了哪裡, / 薄荷綠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蔡德宏, 10707 .-- 11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4-

0 (平裝)  

 855  

父親故事集 / 王素真等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 107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22-4-

8 (平裝) NT$450  

 855  

用手走路的人 / 李惠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 10708 .-- 288 面 ; 

15X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291) .-- 

ISBN 978-986-450-205-9 ( 平 裝 ) 

NT$320  

 855  

此生多珍重 / 豐子愷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07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94-6-0 (精

裝) NT$280  

 855  

老來不相忘 : 郁思文集 / 郁思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0709 .-- 290 面; 15X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1972)(秀文學 ; 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7-0 (平裝) 

NT$360  

 855  

那一片松林 / 洪明傑著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

6424-2 (平裝) NT$280  

 855  

沒有的生活 / 言叔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0708 .-- 200 面; 15X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292) .-- ISBN 

978-986-450-206-6 (平裝) NT$300  

 855  

坐看一彎采采流水 / 陳幸蕙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散文館 ; 35) .-- ISBN 

978-986-449-122-3 (平裝) NT$250  

 855  

你是時光最浪漫的解藥  / 蘇乙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7 .-- 28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787-38-4 (平裝) NT$350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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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之間 / 葉青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264 面; 21 公

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358-

710-1 (平裝) NT$288  

 855  

花季俠偶養成日記 / 程睿博著 .-- 1

版 .-- 新北市 : 百善書房, 10709 .-- 

200 面; 17X23 公分 .-- (人間有愛 ; 

11) .-- ISBN 978-986-390-138-9 (平裝) 

NT$250  

 855  

花開蝶自來 : 雲霞文集 / 雲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0708 .-- 26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073)(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2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588-7 (平裝) NT$400  

 855  

南北走走.東西瞧瞧. 第二冊 / 紀展南

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張進通許世

賢基金會, 10708 .-- 267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28532-4-5 ( 平 裝 ) 

NT$380  

 855  

美好人生的修補藝術 : 墨鏡下的生

命風情 / 林萬來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菁品文化, 10708 .-- 256 面; 21 公

分 .-- (創智系列 ; 124) .-- ISBN 978-

986-96230-7-0 (平裝) NT$250  

 855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一 : 七十個鼓舞

孩子的生命錦囊 / 蘇蔡彩秋編撰 .-- 

再版 .-- 高雄市 : 愛智,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8-516-

1 (平裝) NT$280  

 855  

奏鳴行旅 / 吳毓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9 .-- 168 面; 13X19 公

分 .-- (人文隨筆 ; 10) .-- ISBN 978-

957-11-9826-2 (平裝) NT$180  

 855  

品讀木心 / 隴菲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7 .-- 396 面; 

15X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3-2 (平裝) 

NT$490  

1.木心 2.散文 3.文學評論  855  

浮世極短篇. 3 / 謝文雄撰文 .-- 臺南

市 : 謝文雄, 10708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5798-7 (平裝)  

 855  

根在水返腳 : 汐止老街人,老街事 / 

楊芳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 10708 .-- 29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080)(北美華文作

家系列 ; 24) .-- BOD 版 .-- ISBN 978-

986-326-584-9 (平裝) NT$360  

 855  

時光隧道 : 朱學淵散文集 / 朱學淵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1967)(秀文學 ; 19)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580-1 

(平裝) NT$330  

 855  

時光隧道 : 朱學淵散文集 / 朱學淵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簡體

字版;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586-3 (平裝) NT$330  

 855  

海角相思雨 / 阿盛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0708 .-- 200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0-204-2 (平裝) 

NT$260  

 855  

時時刻刻 / 張西著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0709 .-- 320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957-658-045-1 ( 平 裝 ) 

NT$450  

 855  

草魚說 / 陳美莉著 .-- 臺南市 : 陳美

莉,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5-7 (平裝) NT$325  

 855  

追尋凡夫俗子的天命 / 葉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08 面; 15X21 公分 .-- (新人間 ; 

270) .-- ISBN 978-957-13-7506-9 (平裝) 

NT$260  

 855  

現在的我,還好 / 法斯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這光 , 10708 .-- 225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67-3-

1 (平裝) NT$450  

 855  

尋人啟事 / 隙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 , 10709 .-- 288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787-41-

4 (平裝) NT$300  

 855  

華文散文百年選, 臺灣卷. 壹 / 陳大

為, 鍾怡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708 .-- 300 面; 15X21 公分 .-- 

(華文文學百年選 ; 5) .-- ISBN 978-

986-450-209-7 (平裝) NT$300  

 855  

華文散文百年選, 臺灣卷. 貳 / 陳大

為, 鍾怡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708 .-- 300 面; 15X21 公分 .-- 

(華文文學百年選 ; 6) .-- ISBN 978-

986-450-210-3 (平裝) NT$300  

 855  

給幼兒園畢業的你 / 形草著 ; 黃皓星

插畫 .-- 初版 .-- 臺中市 : 春生原創工

作室, 10707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912-9-3 ( 平 裝 ) 

NT$380  

 855  

黑啤與啤下組織 / 臺灣吧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10-8320-9 (平

裝)  

 855  

街道、豆子、月亮  / 秋天的孩子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8-705-7 (精裝) NT$200  

 855  

痛調 / 陳哀著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 10708 .-- 2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679-34-4 (平裝) NT$960  

 855  

感恩瑞鳳樓 : 寸草心難報春日暉 / 陳

國洸著 .-- 初版 .-- 苗栗縣三義鄉 : 陳

國洸,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8-0 ( 平 裝 ) 

NT$250  

 855  

樂聲迴盪滿浯島 / 翁維璐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維璐散

文集 ; 4) .-- ISBN 978-986-05-6426-6 

(平裝) NT$280  

 855  

願你的深情 ,能被溫柔以待  / 樂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平裝

本叢書 ; 第 472 種)(Icon ; 50) .-- ISBN 

978-986-96236-6-7 (平裝) NT$380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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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故事 : 故事,其實就是生活的縮影 / 

方時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

頻道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708 .-

- 292 面; 17X23 公分 .-- (Tale ; 26) .-- 

ISBN 978-986-488-199-4 ( 平 裝 ) 

NT$280  

 856.9  

辜鴻銘談張之洞 : 張文襄幕府紀聞 / 

辜鴻銘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708 .-- 184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36)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29-1 (平裝) 

NT$230  

 857.37  

黑水滸 / 吳閒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709 .-- 384 面; 21

公分 .-- (悅讀新詮 ; GHC15) .-- ISBN 

978-986-388-086-8 (平裝) NT$500  

1.水滸傳 2.研究考訂  857.46  

西遊記 / 吳承恩原著 ; 卞岐改寫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

騰文化發行, 10708 .-- 288 面; 21 公

分 .-- (中國經典文庫 ; PHY022) .-- 

ISBN 978-986-499-051-1 ( 平 裝 ) 

NT$380  

 857.47  

金瓶梅 / 孫家琦編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人人, 10710 .-- 冊 .-- (人人文

庫) .-- ISBN 978-986-461-152-2 (卷 1: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1-

153-9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1-154-6 ( 卷 3: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1-155-3 

(卷 4: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1-156-0 ( 卷 5: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1-157-7 (全套:平裝) 

NT$1200  

 857.48  

窺破金瓶 / 吳閒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709 .-- 378 面; 21

公分 .-- (悅讀新詮 ; GHC16) .-- ISBN 

978-986-388-087-5 (平裝) NT$480  

1.金瓶梅 2.研究考訂  857.48  

朱嘉雯青春經典講堂 : 紅樓夢 / 朱嘉

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5-2 (平裝) NT$280  

 857.49  

圖解紅樓夢 / 楊雅筑, 易博士編輯部

作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

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24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80-056-8 ( 平 裝 ) 

NT$350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字母會. T, 時間 / 楊凱麟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8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25) .-- ISBN 978-986-96435-9-7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U, 單義性 / 楊凱麟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26) .-- ISBN 978-986-96817-0-4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V, 虛擬 / 楊凱麟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27) .-- ISBN 978-986-96817-2-8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W, 沃林格 / 楊凱麟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

分 .-- (字母 ; 28) .-- ISBN 978-986-

96817-1-1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X, 未知 / 楊凱麟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29) .-- ISBN 978-986-96817-3-5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Y, 眼 / 楊凱麟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30) .-- ISBN 978-986-96817-4-2 

(平裝) NT$280  

 857.61  

字母會. Z, 零度 / 楊凱麟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710 .-- 160 面; 13X19 公分 .-- 

(字母 ; 31) .-- ISBN 978-986-96817-5-9 

(平裝) NT$280  

 857.61  

性別與小說 / 林秀蓉, 唐毓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35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11-

9859-0 (平裝) NT$300  

1.中國小說 2.臺灣小說 3.文學評論  

857.61  

現代文學精選集 : 小說 / 柯慶明主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706 .-- 304 面; 21

公分 .-- (現代主義文學論叢書 ; 1-) .-

- ISBN 978-986-350-288-3 (第 1 冊:平

裝) NT$420  

 857.61  

二 0 一二 : 與魔鬼的契約 / 關眴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 112 面; 21 公分 .-- (說,故事 ; 78) .-- 

ISBN 978-986-358-707-1 ( 平 裝 ) 

NT$200  

 857.63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 / 鄭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708 .-- 288 面; 

15X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11

種)(有時  ; 4) .-- ISBN 978-957-33-

3392-0 (平裝) NT$320  

 857.63  

軍犬與藏獒 : 地上生靈 / 沈石溪著 .-

- 再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709 .-

- 3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2-633-9 (平裝) NT$280  

 857.63  

豹變 / 木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 刻 文 學 , 10709 .-- 240 面 ;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387-252-

8 (精裝) NT$280  

 857.63  

微雪 / 郁達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

分 .-- 郁達夫經典新版 .-- ISBN 978-

986-352-632-2 (平裝) NT$220  

 857.63  

詭影 : 陳為民鬼故事集 / 陳為民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方整合行銷, 

10708 .-- 192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95513-3-5 (平裝) NT$320  

 857.63  

484 沒戀愛過 / 憑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707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522-5-4 (下冊:

平裝) NT$250  

 857.7  

K'WA!夢想藍圖社員募集中~ / 小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1-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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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  

SCI 謎案集. 第四季 / 耳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709 .-- 

冊 .-- (PS) .-- ISBN 978-986-494-053-0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494-054-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494-055-4 

(第 3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494-056-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494-057-8 

(全套:平裝)  

 857.7  

一替成名 / Superpand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708 .-- 冊 .-- (架空

之都)(永恆) .-- ISBN 978-957-9578-

81-3 (全套:平裝) NT$900  

 857.7  

一夢真如 / 金經著 .-- 新北市 : 遠景, 

10708 .-- 216 面; 15X21 公分 .-- (遠景

文學叢書 ; 92) .-- ISBN 978-957-39-

1068-8 (精裝) NT$280  

 857.7  

人偶村 / 尾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2-9 (平裝)  

 857.7  

大叔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 (紅櫻桃 ; 1390) .-- ISBN 978-986-

335-550-2 (平裝) NT$240  

 857.7  

上流兒童 / 吳曉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0707 .-- 280 面; 21 公

分 .-- (鏡小說 ; 5) .-- ISBN 978-986-

95456-5-5 (平裝) NT$320  

 857.7  

大話山海經 : 顫抖神箭 / 郭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 ; YLM23) .-- 

ISBN 978-957-32-8326-3 ( 平 裝 ) 

NT$250  

 857.7  

小雛菊 / 洛心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7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89-9 (平裝)  

 857.7  

少女王者 / 帝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月書版發行,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6-7 (第 1 冊:平裝)  

 857.7  

止戈外傳 : 問天 / Yang 編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 

10709 .-- 45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2-56-3 (平裝) NT$450  

 857.7  

天王的獨家緋聞_Desire★Star / 冬彌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9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8315-5 (平裝)  

 857.7  

心甘情圓 / 莫理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工作室, 10709 .-- 冊 .-- (PS ; 

128-130) .-- ISBN 978-986-494-049-3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

494-050-9 ( 中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494-051-6 (下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494-052-3 

(全套:平裝)  

 857.7  

公主殿下,破案了 / 提子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310-0 

(平裝)  

 857.7  

月夜之歌 : 拾光裡有你 / 蔚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06-0 (第 1 冊:平裝) NT$240  

 857.7  

心底鏡,霧滿天! / 蔡澤民著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欣興, 10706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428-8-2 

(平裝) NT$250  

 857.7  

天師問道 / 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1-509-1 (第 1

冊:平裝) NT$190  

 857.7  

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 / 崑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6) .-- ISBN 978-986-95456-6-2 (平裝) 

NT$340  

 857.7  

王爺他居心不良 / 百媚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707 .-- 

冊 .-- (藍海系列 ; E53001-E53003) .-- 

ISBN 978-986-465-882-4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883-1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884-8 (卷 3:平裝) NT$250  

 857.7  

奶爸的異界餐廳 / 輕語江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887-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807-888-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807-

889-5 (第 3 冊:平裝)  

 857.7  

司命書. 伍 / 蝴蝶 Seb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708 .-- 224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82) .-- ISBN 

978-986-302-444-6 (平裝)  

 857.7  

外面的世界 / 劉梓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708 .-- 224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05 種)(劉梓潔

作品集 ; 5) .-- ISBN 978-957-33-3393-

7 (平裝)  

 857.7  

末等魂師. 5, 不夠嚇人不出名 / 銀千

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

版 : 皇冠發行, 10708 .-- 256 面; 21 公

分 .-- (銀千羽作品 ; 5) .-- ISBN 978-

986-96236-8-1 (平裝)  

 857.7  

只想悄悄對你說 / 花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708 .-- 320 面; 21 公

分 .-- (PO 小說 ; 28) .-- ISBN 978-986-

95124-9-7 (平裝) NT$280  

 857.7  

白鳳凰 / 紫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242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18)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267-5 (平裝) NT$300  

 857.7  

失戀愛 / 何貞儀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 10708 .-- 192 面; 13X18

公分 .-- ISBN 978-986-96722-3-8 (平

裝) NT$280  

 857.7  

西出玉門 / 尾魚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0709 .-- 冊 .-- (詭

讀) .-- ISBN 978-957-9614-70-2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

9614-71-9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9614-72-6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961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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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9614-74-0 (全套:平裝)  

 857.7  

如果青春滂沱 / 夢若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304-9 (平裝)  

 857.7  

老婆大過天 / 金晶作 .-- 初版 .-- [彰

化 縣 福 興 鄉 ] : 喵 喵 屋 工 作 室 , 

10707 .-- 208 面; 13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58-43-6 (平裝) NT$190  

 857.7  

老婆急急如律令 / 白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709 .-- 冊 .-- (文創

風) .-- ISBN 978-986-328-903-6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328-904-3 (第 4 冊:平裝) NT$250  

 857.7  

在虛幻中秤出真實 / Evon 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05-3 (平裝) NT$240  

 857.7  

全職法師 / 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884-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807-885-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807-886-4 (第 3 冊:平裝)  

 857.7  

守護之心神 / 台嶼符紋籙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308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2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270-5 (平裝) 

NT$370  

 857.7  

如懿傳,一個愛恨分明的大清皇后 / 

喬小主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 10708 .-- 352 面; 23 公分 .-- (古學

今用 ; 112) .-- ISBN 978-986-392-245-

2 (平裝) NT$320  

 857.7  

坐好,我自己動 / 池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708 .-- 192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方塊書系 ; D208) .-

- ISBN 978-957-9578-80-6 ( 平 裝 ) 

NT$240  

 857.7  

走狗 / 卡比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架

空之都)(永恆) .-- ISBN 978-957-9578-

83-7 (平裝) NT$580  

 857.7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 藍旗左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

574-3 (第 12 冊:平裝)  

 857.7  

我的沮喪與康復 / 羅一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慕雅文化, 10709 .-- 

3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02-1-2 (平裝) NT$350  

 857.7  

扶搖 / 天下歸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10-8296-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297-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298-1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8299-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300-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

8301-8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57-10-8302-5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303-2 (第 8 冊:平裝)  

 857.7  

我愛.機車男 / 高小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708 .-- 160

面; 15X21 公分 .-- (大好文學 ; 1) .-- 

ISBN 978-986-93835-7-8 ( 平 裝 ) 

NT$200  

 857.7  

旺夫小醫娘 / 田芝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53801) .-- ISBN 

978-986-465-910-4 (平裝) 240  

 857.7  

狀元家的珍寶妻 / 檀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707 .-- 冊 .-- 

(藍海系列 ; E53101-E53103) .-- ISBN 

978-986-465-885-5 ( 卷 1: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5-886-2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887-9 (卷 3:平裝) NT$250  

 857.7  

長生. 第一部 / 緒慈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 10708 .-- 冊 .-- (架空之

都)(緒慈作品集 ; XU023-) .-- ISBN 

978-957-9578-76-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9578-77-6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957-9578-78-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9578-79-0 

(第 4 冊:平裝) NT$240  

 857.7  

來自何方 / 晨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6522-6-1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來如春夢去似雲 / 樸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23-274-2 

(平裝) NT$340  

 857.7  

社交溫度 / 卡比丘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永恆) .-- ISBN 978-957-

9578-84-4 (平裝) NT$580  

 857.7  

非君不娶 / 十一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佑文化, 10708 .-- 冊 .-- (小說

house ; 338-339) .-- ISBN 978-986-467-

142-7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143-4 ( 下 冊 : 平 裝 ) 

NT$250  

 857.7  

侍君為難 / 月佩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708 .-- 冊 .-- (架空之

都)(方塊書系 ; D209-D210) .-- ISBN 

978-957-9578-74-5 ( 上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9578-75-2 

(下冊:平裝) NT$240  

 857.7  

花近江國 / 孔恰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5858-3-5 (全套:平裝)  

 857.7  

花重錦官城 / 凝隴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0709 .-- 冊 .-- (流火

選) .-- ISBN 978-957-9614-65-8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

9614-66-5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9614-67-2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9614-68-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9614-

69-6 (全套:平裝)  

 857.7  

招搖 / 九鷲非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 10708 .-- 256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65-

1 (第 2 冊:平裝)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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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 庫奇奇

著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 

10707 .-- 374 面; 21 公分 .-- (異聞志

紀系列) .-- ISBN 978-957-8749-13-9 

(第 2 冊:平裝) NT$340  

 857.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67-

5 (第 3 冊:平裝)  

 857.7  

怪談病院 PANIC! / 小丑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361-566-8 (第 4 冊:平裝)  

 857.7  

為兄 / 困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

向, 10708 .-- 冊 .-- (架空之都)(黑桃書

系 ; S1323-S1324) .-- ISBN 978-957-

9578-48-6 ( 上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9578-49-3 (下冊:平裝) 

NT$240  

 857.7  

重生之少主橫行 / 風流書呆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708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 .-- ISBN 978-957-

9578-82-0 (全套:平裝) NT$900  

 857.7  

急急如夢令 / 喬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0709 .-- 352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391) .-- ISBN 978-

986-335-551-9 (平裝) NT$280  

 857.7  

哀凋 / 蔚夏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

有光, 10708 .-- 260 面; 21 公分 .-- (要

青春 ; 36) .-- BOD 版 .-- ISBN 978-

986-96693-1-3 (平裝) NT$320  

 857.7  

洪荒仙帝 / 煙火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1-502-2 (第 1

冊:平裝) NT$180  

 857.7  

*流浪漂泊的白馬 / 張桂杰著 .-- 高

雄市 : 卓著, 10707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1498-5-3 (平裝) 

NT$380  

 857.7  

穿越變蘿莉之樊籠 / 白日幻夢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11-4 (平裝) NT$280  

 857.7  

幽暗的歲月三部曲之六六年 / 王斌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0707 .-- 398 面; 16X23 公分 .-- (釀小

說 ; 32)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263-7 (平裝) NT$450  

 857.7  

幽暗的歲月三部曲之海平線 / 王斌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0709 .-- 340 面; 16X23 公分 .-- (釀小

說 ; 34)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265-1 (平裝) NT$450  

 857.7  

幽暗的歲月三部曲之浮橋少年 / 王

斌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368 面; 16X23 公分 .-- (釀小

說 ; 330)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264-4 (平裝) NT$450  

 857.7  

紅塵 / 秋陽作 .-- 初版 .-- [宜蘭縣]羅

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53) .-- 

ISBN 978-986-95882-6-3 ( 平 裝 ) 

NT$300  

 857.7  

紅舞鞋 / 尾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1-2 (平裝)  

 857.7  

星盤重啟 / 非天夜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8 .-- 冊 .-- ISBN 

978-986-361-568-2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361-569-9 (下冊:平裝)  

 857.7  

神幻大師. II / 打眼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708 .-- 冊 .-- ISBN 

978-986-352-628-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9 .-- ISBN 978-986-352-629-2 

(第 4 冊:平裝) NT$199 .-- ISBN 978-

986-352-630-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99 .-- ISBN 978-986-352-631-5 

(第 6 冊:平裝) NT$199  

 857.7  

家有小福妻 / 信用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晴空,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漾小說 ; 193-196) .-- 

ISBN 978-986-96370-5-3 (第 4 冊:平裝) 

NT$250  

 857.7  

哥兒們 / 張滌生著 .-- 初版 .-- 新竹縣

竹北市 : 方集, 10708 .-- 2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1-141-3 (平裝) 

NT$350  

 857.7  

神使劇場 : 夢的覺醒夜 / 醉琉璃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出版 : 蓋

亞文化發行, 10708 .-- 256 面; 20 公

分 .-- (Fresh ; FS159) .-- ISBN 978-986-

96626-1-1 (平裝) NT$220  

 857.7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 護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708 .-- 

2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

358-6 (第 6 冊:平裝) NT$240  

 857.7  

烏番叔 / 陳長慶著 .-- 初版 .-- 金門縣

金湖鎮 : 金門文藝雜誌,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793-2-

0 (平裝) NT$300  

 857.7  

純屬玩笑 / 暖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網路小說 ; 281) .-- ISBN 

978-986-477-516-3 (平裝) NT$240  

 857.7  

殺人犯,九歲 / 林明亞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709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312-4 (平裝)  

 857.7  

淑女不好逑 / 果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709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328-907-4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28-908-1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328-909-8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庶女撩帝日常 / 溫涼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系列 ; E53601-E53606) .-- ISBN 

978-986-465-893-0 ( 卷 1: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5-894-7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895-4 ( 卷 3: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5-896-1 (卷 4: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897-8 

(卷 5: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898-5 (卷 6: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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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  

造化之王 / 豬三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881-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807-882-6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57-807-883-3 (第 3

冊:平裝)  

 857.7  

從夫之夜 / 阿茶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707 .-- 

208 面; 13X21 公分 .-- ISBN 978-957-

9458-44-3 (平裝) NT$190  

 857.7  

都市傳說. 第二部. 6, 你是誰 / 笭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

城 ; 85) .-- ISBN 978-986-96318-8-4 

(平裝) NT$300  

 857.7  

晝夜. 上 : 肅殺心 / C.C.詹金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誌文化出版 : 博

碩文化發行, 10708 .-- 56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210-183-4 (平

裝) NT$400  

 857.7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外傳. 下 : 通

往幸福的旅程 / 初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504-6 (平

裝) NT$220  

 857.7  

野豬渡河 / 張貴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709 .-- 41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張貴興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08-5159-5 (平裝)  

 857.7  

寄養嫡女 / 夏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53701-E53704) .-- ISBN 978-

986-465-906-7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7-4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8-1 

(卷 3: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909-8 (卷 4:平裝) NT$250  

 857.7  

凰權 / 天下歸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米國度, 10707 .-- 冊 .-- (心書系 ; 

H038-) .-- ISBN 978-986-96701-3-5 (卷

1: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

96701-4-2 ( 卷 2: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96701-5-9 (卷 3: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96701-6-6 

(卷 4:平裝) NT$300  

 857.7  

尋人啟事 2 號店 / 吉卜勒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01-499-5 (上冊:

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01-

500-8 (下冊:平裝) NT$320  

 857.7  

雲中人 / 路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709 .-- 35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46-6-3 (平裝)  

 857.7  

曾經錯過的時間 ,曾經對過的你  / 

Middl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0707 .-- 200 面; 15X21 公

分 .-- (Middle 作品 ; 5) .-- ISBN 978-

957-9609-74-6 (平裝) NT$360  

 857.7  

超夢 / 張啟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樂活種子, 10708 .-- 218 面; 21 公分 .-

- (張啟疆作品 ; 2) .-- ISBN 978-986-

93487-1-3 (平裝) NT$320  

 857.7  

童謠 / 尾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7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0-5 (平裝)  

 857.7  

農門妝娘 / 木梓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53301-E53303) .-- ISBN 978-

986-465-890-9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891-6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892-3 

(卷 3:平裝) NT$250  

 857.7  

碎星誌. II / 羅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0709 .-- 272 面; 20 公

分 .-- (悅讀館 ; RE371-) .-- ISBN 978-

986-319-359-3 (第 1 冊:平裝) NT$220  

 857.7  

愛情,三人行不行? / 衛亞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07-7 (平裝) NT$240  

 857.7  

愛情懺悔錄 : 一位母親要給兒子講

述的故事 / 融融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708 .-- 230 面; 

15X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C0732) .-- BOD 版 .-- ISBN 978-986-

326-579-5 (平裝) NT$290  

 857.7  

極道天魔 / 滾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7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1-501-5 (第 1

冊:平裝) NT$180  

 857.7  

滿城衣冠 / 金十四釵作 .-- 初次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 10708 .-- 冊 .-- (饕

餮系列) .-- ISBN 978-957-8749-17-7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8749-18-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8749-19-1 

(全套:平裝) NT$600  

 857.7  

寧夏 / 藍斯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北

極之光文化, 10709 .-- 256 面; 21 公

分 .-- (夜幕低垂 ; 154) .-- ISBN 978-

986-95882-7-0 (平裝) NT$300  

 857.7  

鳳舞蝶情 / 唐茵[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萬達盛, 107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51-9-5 (平裝) 

NT$210  

 857.7  

撩夫好忙 / 七寶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709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328-905-0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28-906-7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鴉片戰爭. 肆之參 : 海疆煙雲蔽日月 

/ 王曉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Story) .-- ISBN 978-

986-96561-3-9 (平裝) NT$420  

 857.7  

鴉片戰爭. 肆之肆 : 大纛臨風帶血收 

/ 王曉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Story) .-- ISBN 978-

986-96561-4-6 (平裝) NT$420  

 857.7  

養家小財迷 / 魚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53201-E53202) .-- ISBN 978-

986-465-888-6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889-3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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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娘馴夫 / 江心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53401-E53404) .-- ISBN 978-

986-465-899-2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0-5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1-2 

(卷 3: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465-902-9 (卷 4:平裝) NT$250  

 857.7  

廚娘嫁到 / 零葉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707 .-- 

208 面; 13X21 公分 .-- ISBN 978-957-

9458-45-0 (平裝) NT$190  

 857.7  

劍膽柔情 / 古行箏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584 面; 21 公

分 .-- (說,故事 ; 79) .-- ISBN 978-986-

358-709-5 (下冊:平裝) NT$499  

 857.7  

擒君共枕眠 / 青微作 .-- 初版 .-- [彰

化 縣 福 興 鄉 ] : 喵 喵 屋 工 作 室 , 

10707 .-- 208 面; 13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58-46-7 (平裝) NT$190  

 857.7  

貓箱咖啡館 / 貓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1-514-5 (第 1

冊:平裝) NT$240  

 857.7  

貓劍客 / 葉羽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176 面; 21 公

分 .-- (Fun 系列 ; 45-) .-- ISBN 978-

957-13-7501-4 (卷 5:平裝) NT$350  

 857.7  

龍闕 / 石頭與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晴空,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冊 .-- (漾

小說 ; 197-) .-- ISBN 978-986-96370-6-

0 (第 2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96370-7-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96370-8-4 

(第 4 冊:平裝) NT$320  

 857.7  

總之為了五年五百億就來場大亂鬥

吧! / 非瓴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513-8 ( 平 裝 ) 

NT$320  

 857.7  

醜顏皇子妃 / 葉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7 .-- 272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52901) .-- ISBN 

978-986-465-881-7 (平裝) NT$240  

 857.7  

轉行當首輔妻 / 艾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389) .-- ISBN 978-

986-335-549-6 (平裝) NT$210  

 857.7  

寵妻冠天下 / 明槿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7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53501-E53503) .-- ISBN 978-

986-465-903-6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4-3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5-905-0 

(卷 3:平裝) NT$250  

 857.7  

難得情深 / 淮上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 10708 .-- 冊 .-- (寒蟬

系列) .-- ISBN 978-957-8749-14-6 (上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

8749-15-3 ( 下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8749-16-0 (全套:平裝)  

 857.7  

證詞 / 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309-4 (平裝)  

 857.7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 雷雷夥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8-1 (第 5 冊:平裝)  

 857.7  

聽你歲月如輕歌 / 佐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708 .-- 226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37) .-- BOD 版 .-- 

ISBN 978-986-96693-2-0 ( 平 裝 ) 

NT$290  

 857.7  

歡迎光臨愛貓社區 / 金絲眼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708 .-- 

292 面; 15X21 公分 .-- (釀奇幻 ; 20) .-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266-8 

(平裝) NT$350  

 857.7  

靈泉巧手妙當家 / 夏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709 .-- 冊 .-- (文創

風) .-- ISBN 978-986-328-910-4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328-911-1 (第 2 冊:平裝) NT$250  

 857.7  

94 神邏輯 / 一悠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 10708 .-- 16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22-2-1 (平

裝) NT$200  

 857.81  

棄子 : 城市黑幫往事 / 楓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710 .-- 226

面; 15X21 公分 .-- (要冒險 ; 5) .-- 

ISBN 978-986-96693-4-4 ( 平 裝 ) 

NT$290  

 857.81  

學園寶藏代號「C」. I : 澍澤高中寶

藏傳說 / 海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708 .-- 260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PG1866) .-- ISBN 978-986-

96693-3-7 (平裝) NT$310  

 857.81  

回望 / 金宇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708 .-- 360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96) .-- ISBN 978-

986-96414-6-3 (平裝) NT$360  

 857.85  

兒童文學 

家 :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

屆 / 龍圖騰文化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

行, 10708 .-- 300 面; 21 公分 .-- (青春

文學 ; NPA05) .-- ISBN 978-986-499-

052-8 (平裝) NT$380  

 859.3  

一封沒有字的信 / 鄭宗弦文 ; 李憶婷

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7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2-36-6 (平裝) NT$220  

 859.6  

小花,過來 / 岑文晴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培育文化, 10709 .-- 208 面; 20

公分 .-- (勵志學堂 ; 69) .-- ISBN 978-

986-96179-5-6 (平裝) NT$180  

 859.6  

月亮情人 / 陳碏文 ; 徐至宏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708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百匯. II ; 7) .-- 

ISBN 978-986-96417-5-3 ( 平 裝 ) 

NT$230  

 859.6  

天神幫幫忙 : 動物馬拉松 / 子魚作 ; 

張惠媛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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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繪童話) .-- ISBN 978-

957-8640-49-8 (平裝) NT$250  

 859.6  

不書鎮 / 蘇善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708 .-- 248 面; 15X21 公

分 .-- (少年文學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5731-89-2 ( 平 裝 ) 

NT$320  

 859.6  

不嚕樂園 / 薩芙著 ; 許育榮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709 .-- 208 面; 

15X21 公分  .-- ( 九歌 少 兒書 房  ; 

269) .-- ISBN 978-986-450-207-3 (平裝) 

NT$260  

 859.6  

世界鬼怪全知道 / 齊世芳編著 ; 李文

斌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0709 .-- 256 面; 26 公分 .-- (兒童閱

讀通 ; 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29-427-5 (平裝)  

 859.6  

可樂海的祕密 / 姜子安文 ; 法蘭克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708 .-- 

96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百匯 ; 

6) .-- ISBN 978-986-96417-6-0 (平裝) 

NT$190  

 859.6  

我的虎爺好朋友 / 海德薇著 ; 王淑慧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709 .-- 

208 面; 15X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

房 ; 270) .-- ISBN 978-986-450-208-0 

(平裝) NT$260  

 859.6  

你是我的英雄 / 徐瑞蓮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驛站文化,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校園風向球 ; 

130) .-- ISBN 978-986-96235-5-1 (平裝) 

NT$200  

 859.6  

我是森林島 / 安燼灰著 ; 黃皓倫, 黃

皓元繪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358-711-8 (精裝) NT$300  

 859.6  

周姚萍講新魔王故事. 1 : 磨人王的

比ㄔㄡˇ賽 / 周姚萍文 ; 王宇世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9857-

6 (平裝) NT$300  

 859.6  

屋頂千秋 / 劉如桂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8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6286-9-3 (精裝) NT$399  

 859.6  

徘徊街頭的女孩 / 易小歡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驛站文化,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校園風向球 ; 

131) .-- ISBN 978-986-96235-6-8 (平裝) 

NT$200  

 859.6  

教室裡有鬼 : 討厭鬼,真討厭? / 李光

福作 ;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709 .-- 80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338-222-5 (平裝) 

NT$230  

 859.6  

菜刀小子的陣頭夢 / 林哲璋著 ; 崔永

嬿繪 .-- 再版 .-- 臺北市 : 四也資本 ; 

高雄市 : 高市文化局, 10707 .-- 112

面; 21 公分 .-- (慶典童話) .-- ISBN 

978-986-6039-95-9 (平裝) NT$250  

 859.6  

遇見圖書館男神 / 夏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解憂便利貼 ; 1) .-- ISBN 

978-957-8602-35-9 (平裝) NT$220  

 859.6  

聖誕婆婆 / 李文英作 ; 黃南禎繪 .-- 

三版  .-- 臺北市  : 飛寶國際文化 , 

10707 .-- 272 面; 15X21 公分 .-- (品格

教育. 故事閱讀系列 ; 15)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6701-88-7 (平裝) 

NT$300  

 859.6  

趣趣神明故事 : 三太子哪吒 / 梅洛琳

編寫 ; 張睿, 田野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幼福文化, 10708 .-- 176 面; 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43-

664-6 (平裝)  

 859.6  

我在海邊靜獵 / 洪瓊君著 ; 陳眉如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7 .-- 

40 面; 21X30 公分 .-- (小書迷 ; 21) .-- 

ISBN 978-986-443-484-8 ( 精 裝 ) 

NT$350  

 859.9  

東方文學 

食魔 : 谷崎潤一郎 / 坂本葵著 ; 邱香

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707 .-- 240 面; 21 公分 .-- (聯合人

文 ; V013) .-- ISBN 978-986-323-270-4 

(平裝) NT$320  

1.谷崎潤一郎 2.日本文學 3.文學評

論  861.478  

29 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

事與願違!? / リュート作 ; 曹茹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21-5 (第 6 冊:平裝)  

 861.57  

Fate/Apocrypha. 2, 黑之輪舞/紅之祭

典 / 東出祐一郎作 ; 何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49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10-9 (平

裝)  

 861.57  

LiEat : 以謊言為食之龍與忘卻色的

歌姬  / △○□×(みわしいば )作  ; 

ASATO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708 .-- 256 面; 13X19 公

分 .-- ISBN 978-986-475-757-2 (平裝)  

 861.57  

人造衛星情人 / 村上春樹著 ; 賴明珠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495-6 (平裝) NT$230  

 861.57  

千鳥亭的美味食光. 2 : 夏日尾聲的

贈禮 / 十三湊作 ; 許婷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90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564-464-2 (平裝)  

 861.57  

小偷家族 / 是枝裕和作 ; 黃涓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308-

7 (平裝)  

 861.57  

小說少女編號 / 渡航作 ; 遠鄉欣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11-6 (第 2 冊:平裝)  

 861.57  

日本經典文學 : 羅生門 / 芥川龍之介

作 ; 李燕芬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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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710-732-9 ( 平 裝 ) 

NT$300  

 861.57  

月界金融末世錄 / 支倉凍砂作 ; 林冠

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8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22-2 (第 3 冊:平裝)  

 861.57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 牧野圭祐作 ; 

張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8-1 (第 1 冊:平裝)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 

枯野瑛作 ; 鄭人彥, Linc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29-1 (第 4 冊:平裝)  

 861.5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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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9 .-- 288 面 ;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15-4 (平裝)  

 861.57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 賀東招二作 ;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8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49-9 (第 7 冊:平裝)  

 861.57  

平浦一家 / 遍柳一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3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48-

2 (平裝)  

 861.57  

死亡的沙漏 / 鳥飼否宇著 ; 倪志榮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鳥飼否

宇作品集 ; 1) .-- ISBN 978-986-358-

712-5 (平裝) NT$300  

 861.57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 村上春樹著 ; 賴

明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494-9 (平裝) NT$380  

 861.57  

我們的重製人生 / 木緒那智作 ; 陳冠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0709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8305-6 (第 1 冊:平裝)  

 861.57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 / 東山彰良作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311-7 (平裝)  

 861.57  

妖琦庵夜話 : 啃噬人魚之人 / 榎田ユ

ウリ作 ; 唯川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季國際 , 10707 .-- 304 面 ; 

15X21 公分 .-- (幻の境 ; 13) .-- ISBN 

978-957-8661-12-7 (平裝) NT$240  

 861.57  

吹響吧!低音號. 2 : 北宇治高中管樂

社最火熱的夏天 / 武田綾乃作 ; 緋華

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7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580-7 ( 平 裝 ) 

NT$320  

 861.57  

怪人們 / 東野圭吾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東野

圭吾作品集 ; 43) .-- ISBN 978-986-

96603-6-5 (平裝) NT$300  

 861.57  

夜見師 / 中村ふみ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72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564-463-5 (第 2 冊:平裝)  

 861.57  

刺客守則. 5, 暗殺教師與深淵饗宴 / 

天城ケイ作 ;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28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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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57-564-419-2 (平裝)  

 861.57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

者修行 / 赤石赫々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23-9 (第 10 冊:平裝)  

 861.57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二部, 來自大

海的信 / 星緒早苗著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10708 .-- 

352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月 ; 2) .-- 

ISBN 978-986-95606-2-7 ( 平 裝 ) 

NT$380  

 861.57  

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 / 東川篤哉作 ; 

張鈞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3-6 (平裝)  

 861.57  

重裝武器. 12, 最小規模的戰爭 / 鎌

池和馬作 ; 林哲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434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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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57-564-428-4 (平裝)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作 ; 陳冠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

8306-3 (第 3 冊:平裝)  

 861.57  

迷幻魔域 Ecstas Online. 2, 望穿秋水

的 Santa-X / 久慈政宗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12-3 (平裝)  

 861.57  

陳夫人 / 庄司總一作 ; 林俊育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710 .-- 冊 .-- ISBN 978-986-5637-57-

6 (全套:平裝) NT$500  

 861.57  

異世界公會飯. 1, 暗黑邪龍與豬排咖

哩 / 白石新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0-5 (平

裝)  

 861.57  

異世界魔法實在太落後! / 樋辻臥命

作 ; AK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9 .-- 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8313-1 (第 5 冊:平裝)  

 861.57  

終將墜入愛河的 Vivi Lane / 犬村小

六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331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1-2 (第 2 冊:平裝)  

 861.57  

陰陽師. 第九部, 生成姬 / 夢枕獏著 ; 

茂呂美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320 面; 20 公分 .-- (繆思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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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59-582-3 ( 平 裝 ) 

NT$350  

 861.57  

陰陽師. 第八部, 首塚 / 夢枕獏著 ; 茂

呂美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160

面; 20 公分 .-- (繆思系列) .-- ISBN 

978-986-359-581-6 (平裝) NT$280  

 861.57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 村上春樹著 ; 

賴明珠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708 .-- 23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497-0 ( 平 裝 ) 

NT$220  

 861.57  

無止境的殺人 / 宮部美幸作 ; 王華懋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9 .-- 36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8) .-- ISBN 978-

986-96603-7-2 (平裝) NT$380  

 861.57  

博多豚骨拉麵團 / 木崎ちあき作 ; 王

靜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4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

文學) .-- ISBN 978-957-564-461-1 (第

5 冊:平裝)  

 861.57  

萊辛頓的幽靈 / 村上春樹著 ; 賴明珠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16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493-2 (平裝) NT$180  

 861.57  

距離太近,關係太遠的十七歲 / 久遠

侑作 ; 楊雅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

413-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

564-414-7 (第 2 冊:平裝)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20 卷 / 池田大作原

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707 .-- 352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86-96519-9-8 ( 精 裝 )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27 卷 / 池田大作原

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707 .-- 404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86-96750-2-4 ( 精 裝 ) 

NT$250  

 861.57  

遇見 100%的女孩 / 村上春樹著 ; 賴

明珠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0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486-4 (平裝) NT$260  

 861.57  

業物語 / 西尾維新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4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4-

3 (平裝)  

 861.57  

溝通障礙的我將交涉技能點滿轉生

後的結果 / 朱月十話作 ; 李殷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2-

9 (第 3 冊:平裝)  

 861.57  

傳話者. 2 : 停電之夜 / 濱野京子著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博識圖

書, 10708 .-- 2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396-2-0 (平裝) NT$250  

 861.57  

當蠢蛋 FPS 玩家誤闖異世界之時 / 

地雷原作 ;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64-418-5 (第 3

冊:平裝)  

 861.57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3, 大學

生篇 / 村上凜作 ; 吳端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07-9 (平

裝)  

 861.57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4, 大學

生篇 / 村上凜作 ; 吳端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08-6 (平

裝)  

 861.57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5, 大學

生篇 / 村上凜作 ; 吳端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564-409-3 (平

裝)  

 861.57  

睡著也好醒來也罷 / 柴崎友香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創意 , 

10709 .-- 256 面; 19 公分 .-- (愛小說 ; 

80) .-- ISBN 978-986-96201-9-2 (平裝) 

NT$320  

 861.57  

緋彈的亞莉亞 / 赤松中學作 ; 陳梵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

8307-0 (第 28 冊:平裝)  

 861.57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 聴

猫芝居作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4-425-3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4-426-0 (第 12 冊:平

裝)  

 861.57  

練好練滿 !用寄生外掛改造尼特人

生!? / 伊垣久大作 ; 曹茹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16-1 (第 2 冊:平裝)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Arieru, Demi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17-8 (第 2

冊:平裝)  

 861.57  

憤怒的菩薩 / 陳舜臣作 ; 游若琪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708 .-

- 336 面; 21 公分 .-- (POC ; 2)(大時代

三部曲) .-- ISBN 978-986-95945-4-7 

(平裝) NT$350  

 861.57  

遺失的地圖 / 恩田陸作 ; 許凱倫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564-460-4 (平裝)  

 861.57  

機動防衛者 Dowl Masters / 佐島勤

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24-6 (第 4 冊:平裝)  

 861.57  

學戰都市 Asterisk / 三屋咲悠作 ;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8295-0 (第 14 冊:平裝)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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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 馬場翁作 ;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20-8 (第 6 冊:平裝)  

 861.57  

檸檬 / 梶井基次郎作 ; 李旭, 曾鴻燕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7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7-

246-6 (平裝)  

 861.57  

鏡之孤城 / 辻村深月著 ; 劉愛夌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708 .-- 49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09

種)(大賞 ; 103) .-- ISBN 978-957-33-

3391-3 (平裝)  

 861.57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 三原み

つき作 ; 曾柏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33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64-427-7 (第 12

冊:平裝)  

 861.57  

地下室不思議之旅 / 柏葉幸子作 ; 謝

慈芳繪 ; 楊明綺譯 .-- 臺中市 : 晨星, 

10709 .-- 192 面; 15X21 公分 .-- (蘋果

文庫 ; 92) .-- ISBN 978-986-443-487-9 

(平裝) NT$250  

 861.59  

屁屁偵探讀本 : 來自遺址的求救信 / 

Troll 文.圖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708 .-- 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332-4 (精裝) 

NT$280  

 861.59  

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有個村子裡 / 

土屋佳惠編 ; 入江千春繪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128 面; 

19X26 公分 .-- (iDraw ; 11) .-- ISBN 

978-986-358-708-8 (精裝) NT$300  

 861.59  

死氣滿滿 / 佐野洋子作 ; 蘇文淑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明名文化傳

播, 10708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88537-7-5 ( 平 裝 ) 

NT$320  

 861.67  

跟著 Hello Kitty 讀尼采 / SANRIO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128 面; 13X18 公分 .-- ISBN 978-957-

10-8316-2 (平裝)  

 861.67  

請讓我安詳、快樂的死 : <<阿信>>

編劇的終活計劃 / 橋田壽賀子著 ; 賴

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709 .-- 260 面 ; 15X21 公 分  .-- 

(Smile ; 155) .-- ISBN 978-986-213-

914-1 (平裝) NT$300  

 861.67  

私人信箱一一 0 號的郵件 / 李到禹

著 ; 王品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暖

暖書屋文化, 10708 .-- 4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136-9-9 (平裝) 

NT$400  

 862.57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 金英夏作 ; 薛

舟, 徐麗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285-3 (平裝) NT$310  

 862.57  

金祕書為何那樣? / 鄭景允作 ; 林茵

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 

10709 .-- 冊 .-- (K 原創 ; 1-2) .-- ISBN 

978-986-179-539-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179-540-9 

(第 2 冊:平裝) NT$350  

 862.57  

臺灣文學 

記憶流域 : 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

治 / 陳建忠著 .-- 新北市 : 南十字星

文化工作室, 10707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1891-5-6 (平裝) 

NT$550  

1.臺灣文學 2.比較文學 3.臺灣史 4.

文集  863.07  

島嶼風聲 : 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

及其外 / 陳建忠著 .-- 新北市 : 南十

字星文化工作室, 107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891-4-9 (平

裝) NT$45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63.07  

藍綠文壇的前世與今生  / 古遠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戚嘉林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經銷, 107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5776-

5 (平裝) NT$260  

1.臺灣文學史  863.09  

臺灣兒童文學史 / 林文寶, 邱各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0707 .-- 328 面; 17X23 公分 .-- (文學

研究叢書. 兒童文學叢刊) .-- ISBN 

978-986-478-161-4 (平裝) NT$500  

1.兒童文學 2.臺灣文學史  863.099  

水沙連 / 林柏維著 .-- 南投市 : 投縣

文化局出版 : 投縣府發行, 10709 .-- 

217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

叢書 ; 212)(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第

24 輯 ; 103) .-- ISBN 978-986-05-6371-

9 (精裝) NT$250  

 863.51  

我的踢踢踢 / 蔡澤民著 .-- 南投市 : 

投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投 縣 府 發 行 , 

10709 .-- 299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

文化資產叢書 ; 212)(南投縣文學家

作品集. 第 24 輯 ; 102) .-- ISBN 978-

986-05-6370-2 (精裝) NT$250  

 863.51  

透明 : 流動的永恆 / 林廣著 .-- 南投

市 : 投縣文化局出版 : 投縣府發行, 

10709 .-- 299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

文化資產叢書 ; 212)(南投縣文學家

作品集. 第 24 輯 ; 100) .-- ISBN 978-

986-05-6372-6 (精裝) NT$250  

 863.51  

李勤岸青春寫真散文集  / 李勤岸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02-57-1 (平裝) NT$250  

 863.55  

銀光閃閃的歲月 / 胡坤仲著 .-- 南投

市 : 投縣文化局出版 : 投縣府發行, 

10709 .-- 267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

文化資產叢書 ; 212)(南投縣文學家

作品集. 第 24 輯 ; 101) .-- ISBN 978-

986-05-6373-3 (精裝) NT$250  

 863.55  

西洋文學 

三人要守密,兩人得死去 / 莎拉.平柏

羅(Sarah Pinborough)作 ; 彭湘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7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329-

4 (平裝)  

 873.57  

小陌生人 / 莎拉.華特絲(Sarah Waters)

著 ; 林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9 .-- 480 面; 15X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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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Hit 暢小說 ; 85) .-- ISBN 978-

986-344-583-8 (平裝) NT$499  

 873.57  

第 7 天 : 第 7 號牢房. 2 / 凱瑞依.卓

威里(Kerry Drewery)著 ; 蔡宜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708 .-- 544 面; 15X21

公分 .-- (半熟青春 ; 31) .-- ISBN 978-

986-359-576-2 (平裝) NT$350  

 873.57  

被綁架的那一天 / 露西.克里斯多弗

(Lucy Christopher)作 ; 曾倚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709 .-- 

25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361-570-5 (平裝)  

 873.57  

小氣財神 /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著 ; 楊舒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708 .-- 384 面; 21 公分 .-

- 原著雙語彩圖本 .-- ISBN 978-986-

318-720-2 (平裝)  

 873.59  

名偵探福爾摩斯. 4, 跳舞人形暗號 /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 蘆邊拓編著 ; 

城咲綾繪圖 ; 張東君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709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640-38-2 (平裝) 

NT$350  

 873.59  

名偵探福爾摩斯. 5, 巴斯克維爾的獵

犬 /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 蘆邊拓編

著 ; 城咲綾繪圖 ; 張東君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7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40-39-9 

(平裝) NT$350  

 873.59  

金銀島 /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 ; 李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避風港文化 ,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碼

頭 ; PIRE005) .-- ISBN 978-986-95393-

7-1 (平裝)  

 873.59  

科倫坡之狼 : 西頓動物故事 / 威廉.

葛里爾文.圖 ; 劉清彥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708 .-- 80

面; 25 公分 .-- 2017 波隆那書展知識

類繪本大獎  .-- ISBN 978-986-479-

515-4 (精裝)  

 873.59  

真假公主. 2, 絲綢禮服的祕密 / 寶拉.

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舒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708 .-- 

152 面; 15X21 公分 .-- (Much 讀本 ; 

48) .-- ISBN 978-986-96641-3-4 (平裝) 

NT$200  

 873.59  

神探福爾摩斯. II / 阿瑟.柯南.道爾

著 ; 周儀文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 (謎 ; 4) .-- ISBN 978-986-411-078-0 

(平裝) NT$250  

 873.59  

每一種料都加  / 謝爾 .希爾弗斯坦

(Shel Silverstein)文.圖 ; 丁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9 .-- 

208 面; 22 公分 .-- (愛心樹 ; 10) .-- 

ISBN 978-986-96747-0-6 ( 精 裝 ) 

NT$450  

 874.51  

往上跌了一跤  / 謝爾 .希爾弗斯坦

(Shel Silverstein)文.圖 ; 丁凡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9 .-- 

192 面; 22 公分 .-- (愛心樹 ; 9) .-- 

ISBN 978-986-96340-9-0 ( 精 裝 ) 

NT$450  

 874.51  

不能沒有妳 /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著 ; 康學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46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39-42-

8 (平裝) NT$399  

 874.57  

失蹤網紅 / 達希.貝爾(Darcey Bell)作 ; 

陳芙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 10708 .-- 40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787-47-6 ( 平 裝 ) 

NT$360  

 874.57  

死神有約. II / 金.哈莉森作 ; 費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707 .-- 448 面; 15X21 公分 .-- (D 小

說 ; 17) .-- ISBN 978-957-9609-73-9 

(平裝) NT$380  

 874.57  

貝納德的墮落 / 泰絲.格里森作 ; 陳

宗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0707 .-- 464 面; 15X21 公分 .-- 

(Storytella ; 8) .-- ISBN 978-957-9609-

76-0 (平裝) NT$450  

 874.57  

長腿叔叔 / 琴.韋伯斯特著 ; 陳錦慧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 

10709 .-- 160 面; 17X23 公分 .-- (愛經

典 ; 7) .-- ISBN 978-986-96783-1-5 (精

裝) NT$299  

 874.57  

流亡者 / 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

著 ; 劉曉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 (Echo ; 58) .-- ISBN 978-957-8759-20-

6 (平裝) NT$320  

 874.57  

娃娃谷 / 賈桂琳.蘇珊作 ; 楊沐希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585-2 (平裝) NT$499  

 874.57  

埃及王子前傳 : 天神家族 Reignited /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 柯清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709 .-- 160 面; 15X21 公分 .-- (R ; 

81) .-- ISBN 978-986-213-913-4 (平裝) 

NT$250  

 874.57  

莎拉的最後一幅畫 / 多明尼克.史密

斯(Dominic Smith)著 ; 葉佳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7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46-7-0 

(平裝) NT$360  

 874.57  

換身 / 梅根.蕭爾(Megan Shull)著 ; 柯

清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709 .-- 352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26) .-- ISBN 978-986-449-121-6 (平裝) 

NT$320  

 874.57  

換語記 /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

著 ; 李之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培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709 .-- 196

面; 15X21 公分 .-- (閱世界 ; 123) .-- 

ISBN 978-986-95835-6-5 ( 平 裝 ) 

NT$240  

 874.57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來自台灣的委

託 / 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

著 ; 劉麗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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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304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

說選 ; FR6528Y) .-- ISBN 978-986-

235-688-3 (平裝) NT$320  

 874.57  

擒魔師. 第三部, 寬恕 / 嘉娜.奧立佛

作 ; 趙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 10707 .-- 448 面; 15X21

公分 .-- (D 小說 ; 18) .-- ISBN 978-

957-9609-75-3 (平裝) NT$380  

 874.57  

騎士守則 : 湯瑪斯.勒穆爾.霍克爵士

的 最 後一 封信  / 伊森 .霍克 (Ethan 

Hawke)著 ; 萊恩.霍克(Ryan Hawke)

繪 ; 尉遲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

光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9 .-- 208

面 ; 14X20 公分  .-- ISBN 978-986-

96308-3-2 (精裝) NT$400  

 874.57  

醫生的翻譯員 /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 ; 吳美真譯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709 .-- 288 面; 15X21 公分 .-- (閱世

界 ; 124) .-- ISBN 978-986-95835-7-2 

(平裝) NT$320  

 874.57  

離婚季節 : 約翰.齊佛短篇小說集. 1 / 

約翰.齊佛(John Cheever)作 ; 余國芳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336 面; 

15X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32) .-- 

ISBN 978-986-359-575-5 ( 平 裝 ) 

NT$380  

 874.57  

籠中王子 / C.S.帕卡特(C. S. Pacat)著 ;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579-8 (平裝)  

 874.57  

小小猴私家偵探 / David Serlin 著 ; 

Brian Selznick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709 .-- 192 面; 20 公分 .-- (繪

本館) .-- ISBN 978-957-08-5160-1 (平

裝)  

 874.59  

大逃脫 / 凱特.依根(Kate Egan), 麥克.

連(Mike Lane)作 ; 艾瑞克.懷特(Eric 

Wight)插圖 ;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176 面; 

17X21 公分 .-- (樂讀 456 ; 55)(魔術專

賣店 ; 3)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03-005-6 (平裝) NT$280  

 874.59  

月亮都是一樣的  / 艾黎 .泰瑞(Ellie 

Terry)著 ; 陸篠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識圖書, 107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396-3-7 (平裝) 

NT$350  

 874.59  

消失的錢幣 / 凱特.依根(Kate Egan), 

麥克.連(Mike Lane)作 ; 艾瑞克.懷特

(Eric Wight)插圖 ; 謝靜雯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168 面; 17X21 公分 .-- (樂讀 456 ; 

53)(魔術專賣店 ; 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003-2 ( 平 裝 ) 

NT$280  

 874.59  

消 失 的 魔 術 師  / 凱 特 . 依 根 (Kate 

Egan), 麥克.連(Mike Lane)作 ; 艾瑞克.

懷特(Eric Wight)插圖 ; 謝靜雯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708 .-- 176 面; 17X21 公分 .-- (樂讀

456 ; 56)(魔術專賣店 ; 4) .-- 注音版 .-

- ISBN 978-957-503-006-3 (平裝)  

 874.59  

逃難者 / 艾倫.葛拉茨(Alan Gratz)文 ; 

郭恩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709 .-- 336 面; 21 公分 .-- (少

年天下系列 ; 46) .-- ISBN 978-957-

503-012-4 (平裝) NT$360  

 874.59  

鬧鬼圖書館. 8 : 捉迷藏 / 桃莉.希列

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 撮撮

譯 .-- 臺中市 : 晨星, 10709 .-- 128 面; 

14X21 公分 .-- (蘋果文庫 ; 100) .-- 

ISBN 978-986-443-485-5 ( 平 裝 ) 

NT$160  

 874.59  

鷹翅的旅程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 謝雅文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709 .-- 384 面; 15X21 公分 .-- 

(貓戰士外傳 ; 11)(Warriors) .-- ISBN 

978-986-443-492-3 (平裝) NT$399  

 874.59  

*露西實驗室. 2, 固體、液體-猜猜看,

氣體在哪裡? / 蜜雪兒.胡慈作 ; 伊麗

莎白.澤蔻兒繪 ; 周宜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7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4-0-9 ( 平 裝 ) 

NT$280  

 874.59  

驚人的旋轉手臂  / 凱特 .依根(Kate 

Egan), 麥克.連(Mike Lane)作 ; 艾瑞克.

懷特(Eric Wight)插圖 ; 謝靜雯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708 .-- 176 面; 17X21 公分 .-- (樂讀

456 ; 54)(魔術專賣店 ; 2) .-- 注音版 .-

- ISBN 978-957-503-004-9 ( 平 裝 ) 

NT$280  

 874.59  

湖濱散記 / 李紫瑜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李紫瑜, 10708 .-- 257 面; 21 公

分 .-- 台語版 .-- ISBN 978-957-43-

5818-2 (平裝附光碟片)  

 874.6  

英 格 的 孤 島  / 洪 素 珊 (Susanne 

Hornfeck)著 ; 馬佑真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430 面; 15X21 公分 .-- (左岸

文學 ; 275)(認同三部曲 ; 2) .-- ISBN 

978-986-5727-76-5 (平裝) NT$450  

 875.57  

魔法屋師 : 失傳的聖物箱 / 梅兒.安

朵莉思(Mel Andoryss)著 ; 陳怡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710 .-

- 392 面; 15X21 公分 .-- (青春閱讀

Bridge) .-- ISBN 978-986-338-221-8 (平

裝) NT$350  

 876.57  

苦兒流浪記  / 耶克特 .馬洛 (Hector 

Malot)原著 ; 文心改寫 ; 蔡豫寧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710 .-- 384 面; 15X21 公分 .-- (世界

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

986-338-220-1 (平裝) NT$260  

 876.59  

天 使 遊 戲  / 卡洛斯 .魯 依 斯 .薩 豐

(Carlos Ruiz Zafón)著 ; 范湲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709 .-- 528 面; 

15X21 公分 .-- (遺忘書之墓系列)(當

代文學 ; 151) .-- ISBN 978-986-133-

663-3 (平裝)  

 878.57  

發明小說的人 : 塞萬提斯和他的堂

吉 訶 德  / 威 廉 . 埃 金 頓 (William 

Wgginton)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709 .-- 448 面; 

15X20 公分 .-- (Muses) .-- ISBN 978-

957-05-3161-9 (平裝) NT$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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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萬提斯(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 2.堂吉訶德 3.

文學評論  878.57  

等待貝里葉先生  / 布莉塔 .洛斯盧

(Britta Rostlund)作 ; 康學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7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787-46-9 (平裝) NT$360  

 878.57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安徒生童話繪本 / Mi-ae Lee 作 ; 陳

馨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708 .-- 2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23-491-4 (精裝)  

 881.559  

麥提國王執政記  / 雅努什 .柯札克

(Janusz Korczak)著 ; 林蔚昀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心 靈 工 坊 文 化 , 

107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28-5 (平裝) NT$380  

 882.157  

皇家艦隊. 7, 火山 / 約翰.弗拉納根

(John Flanagan)文 ; 崔容圃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核心文化,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閱界 ; 66) .-- 

ISBN 978-986-96751-0-9 ( 平 裝 ) 

NT$260  

 887.159  

藝術類 

總論 

日本美學. 1 : 物哀-櫻花落下後 / 大

西克禮作 ; 王向遠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出版  : 遠 足文 化發 行 , 

10708 .-- 208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96335-6-7 (精裝) NT$320  

1.藝術哲學 2.日本美學 3.俳句  

901.1  

骨骼 SKELETONS : 令人驚奇的造型

與功能 / 安德魯.科克作 ; 何湘葳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399-94-7 (精裝) NT$550  

1.藝術解剖學 2.繪畫技法  901.3  

WAWA : 南島當代藝術 / 曾媚珍, 黃

志偉專文撰寫 ; 曾媚珍主編 ; 謝明學

翻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

館, 107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5-0 (平裝) NT$300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  

1005Days :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美術班畢業畫冊. 第二十八屆 / 國立

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第 28 屆美術班全

體師生作  .-- 新竹市  : 新竹女中 , 

10709 .-- 14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05-5725-1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左腦 X 右腦 : 許自貴的混世哲學 / 

羅潔尹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

市美術館, 10707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5-6398-6 ( 精 裝 )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台灣當代一年展專刊. 2018 / 陳小雜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視覺藝

術協會, 10709 .-- 2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4336-2-4 ( 精 裝 ) 

NT$500  

1.美術 2.視覺藝術 3.作品集  902.33  

*征途.歸人 : 吳炫三個展 / 李志勇總

編 輯  .-- 宜 蘭 市  : 宜 縣 文 化 局 , 

10707 .-- 10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5-6319-1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美術家邀請展. 2018 / 劉俊蘭, 

徐慧君, 楊雅筑編輯 .-- 桃園市 : 桃

市美術館, 10708 .-- 3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05-6414-3 ( 平 裝 )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源創作獎. 第 16 屆 / 張至敏, 楊

雅筑, 徐慧君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

美術館, 10707 .-- 80 面; 24X25 公分 .-

- ISBN 978-986-05-6325-2 ( 平 裝 ) 

NT$7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執.馬靖文紀念展 / 張至敏, 羅炤月, 

張麗齡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707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5-5741-1 (精裝) NT$8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畫學式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畢業生專刊. 107 級 / 台南應用科大

美術系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

科大美術系, 10707 .-- 冊 .-- ISBN 

978-986-5615-31-4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615-32-1 (第 2 冊: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畫學式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畢業生專刊特優選集. 107 級 / 台南

應用科大美術系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10707 .-- 96 面; 

24X29 公分 .-- ISBN 978-986-5615-30-

7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8 / 紀肇聲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

青 溪 文 藝 學 會 , 10709 .-- 116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079-4-

8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專輯. 107 年 

/ 王志誠總編輯 .-- 臺中市 : 大墩文

化中心, 10708 .-- 320 面; 26X25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86-3 (精裝) 

NT$8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美術新貌獎. 2018 / 王志誠總

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10707 .-- 10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1-7 (平裝)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18 第 18

屆 / 林信雄等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

國際藝術協會, 10707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4661-9-7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遊.意遊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7-2018 / 陳歷渝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10707 .-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796-62-4 (平裝) NT$7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鏡 : 國立員林高中美術班畢業畫

冊. 第 15 屆 / 林俐伃等編輯 .-- 彰化

縣員林鎮 : 員林高中, 107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4-

5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靈魂的墓穴、神廟、機器與自我 / 

柯念璞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

市 : 高市美術館, 10707 .-- 8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13-6 (精

裝) NT$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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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藝術 2.作品集 3.美術館展覽  

902.33  

典藏目錄. 2017 / 彭健安執行編輯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美 術 館 , 

10707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8-3 (平裝) NT$480  

1.高雄市立美術館 2.美術 3.蒐藏品 4.

目錄  902.833  

歸零與無限 : 臺灣特殊藝術金講義 / 

汪其楣作 .-- 再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人文 ; 14) .-- ISBN 978-986-323-273-5 

(平裝)  

1.藝術 2.身心障礙者 3.文集  907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 麥可 .博德

(Michael Bird)著 ; 凱特.伊文斯(Kate 

Evans)繪 ;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出版  : 大 雁文 化發 行 , 

10708 .-- 33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9072-21-2 (平裝) NT$660 .-- 

ISBN 978-957-9072-22-9 ( 精 裝 ) 

NT$660  

1.藝術史 2.通俗作品  909  

給中小學生的藝術史. 繪畫篇 / 維吉

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 李

爽, 朱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樹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8 .-- 

20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5837-89-1 (平裝)  

1.藝術史 2.繪畫 3.通俗作品  909.4  

逍遙王外傳 : 側寫蕭勤 / 蕭勤口述 ; 

吳素琴文字撰寫 ; 吳錫欽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龐圖, 10709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4863-1-6 

(精裝)  

1.蕭勤 2.藝術家 3.傳記  909.92  

音樂 

噪集 : 台灣聲響藝術家選集 / 鄧富權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 

10709 .-- 192 面; 23 公分 .-- (文化湯 ; 

18) .-- ISBN 978-957-445-802-8 (平裝) 

NT$280  

1.聲音 2.藝術  910  

音樂家被告中!今天出庭不上台 : 古

典音樂法律攻防戰 / 趙炳宣著 ; 陳聖

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有樂出版, 

10707 .-- 432 面; 21 公分 .-- (樂洋漫

遊 ; 6) .-- ISBN 978-986-96477-1-7 (平

裝) NT$480  

1.音樂 2.音樂家 3.法律  910.16  

台北.文藝復興. 2018 / 臺北市立交響

樂團著 .-- 1 版 .-- 臺北市 : 北市交響

樂團, 10708 .-- 1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73-0 ( 平 裝 ) 

NT$200  

1.音樂會  910.39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  / 姜慧珍

著  .-- 臺 東 市  : 東 臺 灣 研 究 會 , 

10707 .-- 269 面; 21 公分 .-- (東臺灣

叢刊 ; 14) .-- ISBN 978-986-90645-3-8 

(平裝) NT$280  

1.林道生 2.作曲家 3.臺灣傳記  

910.9933  

怎麼能忘記你 / 蜃樓仨作 .-- 新北市 : 

蜃樓, 10708 .-- 320 面; 21 公分 .-- (聖

勳作品集 ; 別冊) .-- ISBN 978-986-

91263-6-6 (平裝附光碟片)  

1.音樂創作 2.文集  911.607  

為時間終結而作 : 梅湘四重奏的故

事 / 瑞貝卡.莉欽(Rebecca Rischin)作 ; 

沈台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07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32-3-7 (平裝) NT$360  

1.梅湘(Messiaen, Olivier, 1908-1992.) 2.

室內樂 3.四重奏 4.作曲家  912.24  

莫札特 / 呂書秀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 10707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173-8 (平裝)  

1.莫札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2.藝術歌曲 3.樂曲分析  

913.2  

我愛防彈少年團 / 方秋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763-2-8 (平裝) NT$320  

1.歌星 2.流行音樂 3.韓國  913.6032  

潘麗珠詩文吟誦學二十講 / 潘麗珠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0708 .-- 12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8-162-1 (平裝) NT$180  

1.詩文吟唱  915.18  

鋼琴幻想曲探究 / 林慧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7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384-6-3 

(平裝) NT$220  

1.鋼琴曲 2.幻想曲 3.樂曲分析  

917.102  

Mixcraft 7 數位成音原廠教材 / 林政

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7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0-240-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1.電腦音樂 2.音效 3.電腦軟體  

917.7029  

建築 

環境質紋 / 徐純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8-1 ( 平 裝 ) 

NT$420  

1.建築物 2.環境  920.16  

建築 X 快速設計 : 建築師設計考試

啟蒙必讀經典 / 林可揚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林可揚博士建築師事務所, 

10708 .-- 1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4265-1-0 (平裝) NT$240  

1.建築美術設計 2.教育  920.3  

建築的表情 : 建築外觀設計關鍵 / 林

祺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7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75-2-6 (平裝) NT$499  

1.建築美術設計  921  

建築素描的藝術 : 田野調查手冊 / 麥

可.阿布拉姆斯(Michael C. Abrams)著 ; 

吳莉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發行, 10709 .-- 33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121-41-5 (平裝) 

NT$500  

1.建築美術設計  921.1  

小孩大人都喜歡!1000 件世界迷你建

築模型! / 橋爪紳也, 遠藤秀平作 ; 顏

可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710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414-3 (平裝) NT$350  

1.建築美術設計 2.模型  921.2  

中國國寶建築 : 西南瑰寶 / 莊裕光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709 .-- 144 面; 26 公分 .-- (鳯凰文

庫 ; PHHA05) .-- ISBN 978-986-388-

088-2 (精裝) NT$600  

1.建築藝術 2.中國  922  

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 凌宗魁

撰文 ; 楊啟正攝影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0707 .-- 160 面; 24 公

分 .-- (影像.台灣 ; 51) .-- ISBN 978-

986-294-206-2 (平裝) NT$620  

1.建築藝術 2.臺灣  9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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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生命顯形>薩爾瓦多.馬可雕塑個展. 

2018 / 段存真作 .-- 臺中市 : 東海美

術系所, 10707 .-- 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5755-5-3 (平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李再鈐雕塑 : 九十而作展 / 台灣創價

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 臺北市 : 創價

文教基金會, 107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50-1-7 (平

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非常關係 5.0 :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

駐廠創作專輯 / 劉俊蘭總編輯 .-- 臺

北市 :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10707 .-

- 120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

986-91062-6-9 (平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空間.詩.人 : 李光裕創作研究展 / 曾

堯生主編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

美術館, 107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68-9 ( 平 裝 ) 

NT$10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空間詩學 : 李光裕雕塑藝術國際學

術研討會 / 楊心一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當代藝術基金會, 10707 .-- 

128 面; 23X30 公分 .-- ISBN 978-986-

83211-6-8 (平裝) NT$800  

1.李光裕 2.雕塑 3.藝術評論 4.文集  

930.7  

千字文印璽 / 林淑賢, 蔡玉蓮編輯 .-- 

高雄市 : 念慈草堂篆刻學會, 10708 .-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29376-3-1 (平裝)  

1.印譜  931.7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8 : 形藝相

生 : 台中市雕塑學會會員聯展 / 林彥

甫總編輯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

化觀光局, 107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7-9 ( 平 裝 ) 

NT$3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8 : 柴燒之

路-梁修華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初

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 

107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63-4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8 : 雲端上

線 : 詹志評木雕個展 / 林彥甫總編

輯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

局, 107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6-2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亞洲當代版畫展: 在竹縣 / 張宜真總

編輯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

文化局, 107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00-6 (精裝)  

1.版畫 2.畫冊  937  

臺灣美術全集. 第 36 卷, 廖修平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708 .-- 

264 面; 23X31 公分 .-- ISBN 978-986-

282-218-0 (精裝) NT$1800  

1.版畫 2.畫冊  937  

廣重 TOKYO 名所江戶百景 : 與浮世

繪大師一同尋訪今日東京的昔日名

勝 / 小池滿紀子, 池田芙美著 ; 黃友

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707 .-- 264 面; 21 公分 .-- (粋 ; 2) .-- 

ISBN 978-957-8630-60-4 (平裝)  

1.版畫 2.畫冊  937  

土就是這樣 : 古采學生作品輯. 2018 

/ 林昭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古采

藝創環境, 10707 .-- 156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85478-3-4 ( 精 裝 )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李仁嵋陶藝創作專輯 / 李仁嵋作 .-- 

臺中市 : 觀窯陶藝工坊, 10707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73-0-

1 (精裝)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浪漫臺三線 陶藝風光款款行 : 戀土

成家 / 天下編輯團隊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707 .-- 144 面; 

24 公分 .-- (款款行 ; 10) .-- ISBN 978-

986-398-361-3 (平裝) NT$450  

1.藝術家 2.陶瓷工藝  938  

陶藝筆記. 三 / 梁家豪著 .-- 新北市 : 

138 工作室, 10708 .-- 11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1968-4-0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938  

張進勇彩瓷選集 / 張進勇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華陶瓷, 10708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0801-6-3 (平裝) NT$1000  

1.陶瓷畫 2.水墨畫 3.作品集  938.3  

書畫 

谷口治郎 : 走看人生 / 谷口治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709 .-- 276

面; 15X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37) .-

- ISBN 978-986-133-662-6 ( 平 裝 ) 

NT$270  

1.谷口治郎 2.自傳 3.漫畫家  

940.9931  

*黃美雲書畫集 / 黃美雲作 .-- 初版 .-

- 高雄市 : 王朝正,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73-4 (平

裝) NT$5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墨舞頌清風 : 陳嘉子八十書畫展 / 陳

嘉子作 .-- 臺北市 : 陳嘉子, 10710 .-- 

16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57-43-

5815-1 (平裝) NT$1500  

1.水墨畫 2.書法 3.作品集  941.5  

台灣國寶牛樟芝 五藝之美 : 文書形

畫韻 / 王美玥等作 .-- 桃園市 : 勝輝

生物科技, 10708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1840-4-5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筆歌中華墨濡鄉土 : 台灣山水藝術

學會會員作品集 / 陳文永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山水藝術學會, 10707 .-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88845-0-2 (平裝) NT$12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英文藝術字的詩意書寫 : 書寫教學

+68 種設計提案 / Veronica Halim 作 ; 

楊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

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708 .-

- 160 面; 26 公分 .-- (手作良品 ; 78) .-

- ISBN 978-986-96634-4-1 ( 平 裝 ) 

NT$400  

1.書法 2.美術字 3.英語  942.27  

不可思議 : 方嚴書法詩歌創作專輯 / 

方嚴創作 .-- 臺南市 : 方嚴, 10708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95-6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張太白書藝展 : 與黑白共舞 / 張太白

作 .-- 宜蘭市 : 張太白書藝基金會, 

107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760-0-7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游墨.賦閒 : 陳國福書藝集 / 陳國福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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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9-5 (精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中華弘道書學會 翰藝乾坤兩岸書法

交流展作品集. 二 0 一八 / 李淑好, 

李國揚編輯 .-- 屏東市 : 中華弘道書

學會, 107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40-6-3 ( 平 裝 ) 

NT$7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9 /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

書法傳承學會, 107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408-8-8 (平

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療癒隸書 1000 字帖 / 鄭耀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708 .-- 

152 面; 26 公分 .-- (Lifestyle ; 54) .-- 

ISBN 978-986-96718-0-4 ( 平 裝 ) 

NT$280  

1.習字範本 2.隸書  943.9  

樊氏硬筆瘦金體 1000 字帖 / 樊修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708 .-- 152 面; 26 公分 .-- (Lifestyle ; 

53) .-- ISBN 978-986-96214-9-6 (平裝) 

NT$280  

1.習字範本  943.97  

傳統中國畫技法詳解 : 中國山水畫

教程 / 錢桂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707 .-- 冊 .-- ISBN 978-986-

402-305-9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02-306-6 (下冊:平裝) 

NT$350  

1.山水畫 2.繪畫技法  944.4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 秋耀金華會

員聯展專輯. 2018 / 陳誼芝等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10707 .-

- 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88507-4-3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墨海風華 : 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創

會 30 年會員作品專輯 / 李中玉, 姚

麗麗執行編輯 .-- 基隆市 : 基市水墨

藝術學會, 10708 .-- 8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89780-1-0 (平裝) 

NT$8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山嵐雲海 : 陳金海畫集. 第二集 / 陳

金海作 .-- 新北市 : 埤島軒, 10707 .-- 

8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819-0-2 (平裝) NT$8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日本與台灣的風景畫 : 藤井小百合

紀念畫冊 / 藤井克之, 藤井小百合紀

念畫展執行委員會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707 .-- 108

面; 22 公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86-95339-4-2 (平裝) NT$72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花間集 : 胡以誠工筆創作展 / 胡以誠

[作] .-- 臺北市 : 胡以誠, 10708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802-

1 (平裝) NT$600  

1.水墨畫 2.工筆畫 3.畫冊  945.6  

張大千 vs.梅竹雙清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圖書, 10707 .-- 

80 面; 29 公分 .-- (看懂大師 ; 4) .-- 

ISBN 978-957-672-398-8 ( 平 裝 ) 

NT$450  

1.張大千 2.水墨畫 3.畫論  945.6  

溪谷流水 : 膠彩畫的基礎 / 蔡雲巖

著 ; 林皎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術家, 10708 .-- 160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282-219-7 ( 平 裝 ) 

NT$380  

1.膠彩畫 2.繪畫技法  945.6  

蔡松潭現代水墨創作集. 2018 / 蔡松

潭作 .-- 屏東市 : 蔡松潭, 10708 .-- 

12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57-

43-5804-5 (精裝) NT$6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歐陽鯤七十回顧 / 歐陽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太和開發, 10707 .-- 

17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5763-1-4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觀物取象 : 黃光男畫集 / 黃光男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竹泉堂, 10706 .-- 

60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986-

91533-1-7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向大師學動物素描 / 喬.威勒利作 ; 

邱佳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

社文化, 10708 .-- 16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0-176-7 ( 平 裝 ) 

NT$350  

1.素描 2.動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龍族創作誌 / 潔西卡.佩弗作 ; 邱佳

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377-409-9 (平裝) NT$320  

1.繪畫技法 2.龍  947.39  

小叔愛工頭 / 小叔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基本書坊, 10709 .-- 196 面; 21 公

分 .-- (男事繪系列 ; F005) .-- ISBN 

978-986-6474-76-7 (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那些花與夢  / CCC 創作集編輯部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數位文

化中心出版 : 蓋亞文化發行, 10707 .-

- 184 面; 26 公分 .-- (CCC 創作集 ; 

26) .-- ISBN 978-986-05-6304-7 (平裝)  

1.漫畫  947.41  

排球少年!!最終研究 / 排球少年!!研

究會編著 ; 廖婉伶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Comix ; 31) .-- ISBN 978-986-

96763-7-3 (平裝) NT$250  

1.漫畫 2.讀物研究  947.41  

漫畫詮釋學 : 興趣、理解與實踐 / 陳

仲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拓動漫, 

107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912-9-9 (平裝)  

1.漫畫 2.詮釋學  947.41  

影子籃球員最終研究 / 影子籃球員

研究會編著 ;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繪虹企業, 107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63-1-1 

(平裝) NT$250  

1.漫畫 2.讀物研究  947.41  

奇幻藝術寶典 / 約翰.史丹科作 ; 陳

岡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710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7-410-5 (平裝) NT$35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

九屆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等編輯 .-- 臺北市 : 兒童美術教育學

會出版 ; 高雄市 : 第四十九屆世界兒

童畫展籌備會發行, 10708 .-- 180 面; 

18X21 公分 .-- ISBN 978-986-88669-6-

6 (平裝) NT$250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雲林縣兒童美術專輯. 第二十八屆 / 

林孟儀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縣府, 10708 .-- 252 面; 26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05-6410-5 (平

裝) NT$250  

1.兒童畫 2.電腦繪圖 3.書法 4.作品

集  9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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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茂 90 創作展專輯 / 王世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之美藝術 , 

10707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6799-0-9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96799-1-6 (精裝) NT$1000  

1.西洋畫 2.畫冊  947.5  

綠川風情 : 名家綠川寫生特展專輯 / 

王志誠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

局, 107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80-1 ( 平 裝 ) 

NT$300  

1.繪畫 2.畫冊  947.5  

璞玉發光 : 全國藝術行銷活動得獎

作品專輯. 107 年 / 廖婷音執行編

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生活美學

館, 107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17-4 (精裝) NT$500  

1.繪畫 2.畫冊  947.5  

凝視自然 : 陳炳臣創作專輯 / 潘慧敏

主編 .-- 臺北市 : 華岡興業基金會出

版 : 文化大學推廣部發行, 10707 .-- 

6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0690-9-0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少女系色鉛筆入門 / 飛樂鳥工作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6-874-5 (平裝)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比照片更美!林亮太的超寫實色鉛筆

繪畫技 / 林亮太作 ; 謝薾鎂譯 .-- 臺

北市 : 旗標, 10708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546-4 (平裝) 

NT$360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水彩畫 : 美麗的光與影技巧 / 玉神輝

美作 ; 林廷健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 10708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99-95-4 ( 平 裝 ) 

NT$40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林銘賢記錄台灣畫集 / 林銘賢作 .-- 

初版 .-- 彰化縣溪湖鎮 : 怡情園藝術

空間, 10708 .-- 1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29703-5-5 ( 精 裝 ) 

NT$10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美濃山河圖 : 曾文忠畫集 / 曾文忠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曾文忠美術館, 

10707 .-- 80 面; 22X31 公分 .-- ISBN 

978-986-96729-0-0 (精裝) NT$1000  

1.水彩畫 2.油畫 3.畫冊  948.4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四

十八屆 / 林仁傑等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水彩畫協會, 107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129-3-9 (平

裝)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 19 屆

2018 / 何栢滄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

美術沙龍學會, 10707 .-- 6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87469-7-8 (平

裝) NT$3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二屆 / 中華

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油畫學會 , 10709 .-- 112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10-5-

8 (精裝) NT$10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形色漫遊 : 林進達創作集. 2018 / 林

進達創作 .-- 彰化市 : 彰化生活美學

館, 10708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32-0 ( 平 裝 )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抽離現實的想像 / 李慧倩作 .-- 臺中

市 : 李慧倩, 10708 .-- 106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3-7 (平

裝) NT$350  

1.壓克力畫 2.畫冊  948.94  

攝影；電腦藝術 

一學就上手 : 手機創意攝影攻略 / 謝

美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新華

書店, 10709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579-3-4 ( 平 裝 ) 

NT$600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3.行動電話  

952  

不只是風景,跟著大叔玩。京都攝影 : 

一本兼顧攝影觀點、技法與旅遊重

點的攝影工具書 / 徐慎隆, 徐悅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709 .-- 

256 面; 23 公分 .-- (天空 Sky ; 3) .-- 

ISBN 978-986-96369-7-1 ( 平 裝 ) 

NT$480  

1.攝影技術 2.攝影器材  952  

數位攝影技術完全學習手冊 / 尚奇

數位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708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55-49-9 (平裝)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952  

兒童攝影技巧精粹 : 鏡頭選擇 x 拍

攝秘訣 x 姿勢引導 x 後製修圖 / 李

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7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6-877-6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技術 3.攝影器材  

953.3  

性感 POSE 圖鑑 : 攝影師與 MODEL

都必看的實拍範本! / 藤田一咲作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8323-0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技術  953.3  

性感 POSE 圖鑑「寢室 x 浴室」 : 攝

影師與 MODEL 都必看的實拍範本! 

/ 藤田一咲作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9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0-8324-7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技術  953.3  

後數位時代媒體設計之應用 : 網路

媒體、企業識別系統、動畫遊戲、

行動應用設計 / 許有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藏墨數位藝術, 10707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52-1-

5 (平裝) NT$180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設計  956  

動畫作畫監製的女性角色繪畫技巧 : 

角色設計.動作呈現.增添陰影 / 森田

和明, 林晃, 九分くりん作 ; 許媁涵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7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6399-93-0 (平裝) NT$380  

1.電腦動畫 2.繪畫技法  956.6  

專業動畫師講座 生動描繪人物全方

位解析 / 室井康雄著 ; 涂紋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7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

262-6 (平裝附光碟片) NT$480  

1.動漫 2.電腦繪圖 3.繪畫技法  

956.6  

動漫髮型設計 250. 男子篇 / 玄光社

編輯部作 ; 郭家惠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413-6 (平

裝) NT$320  

1.動漫 2.電腦繪圖 3.繪畫技巧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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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說.吳哥 : 鄭奇文攝影集 / 鄭奇文

作 .-- 彰化市 : 鄭奇文, 10707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49-9 (平裝) NT$1200  

1.風景攝影 2.攝影集  957.2  

攝身處地 拍出地理小世界 / 廖偉國, 

陳家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5-8 (平裝)  

1.攝影集 2.自然景觀  957.2  

光譜 : 祝建太攝影集 / 祝建太作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祝建太 , 

10709 .-- 202 面; 23X22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0-6 (平裝)  

1.攝影集 2.蓮花  957.3  

片 寄 涼 太 首 本 寫 真 集 GOODBYE 

WHITE / 片寄涼太作 ; 夏媛媛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8 .-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57-4 (平裝)  

1.攝影集 2.人像攝影  957.5  

舞蹈風情 :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攝影

專輯. 106 學年度 / 黃郁絜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0708 .-- 191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87-0 (精裝) NT$300  

1.攝影集 2.舞蹈  957.9  

<<經典>>攝影.故事 / 經典雜誌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

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107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609-4-5 (平裝) NT$600  

1.攝影集  958.33  

NEPO flim & her book / 林顯東[作] .-- 

臺北市 : 富凱藝術, 10707 .-- 1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2356-3-

1 (精裝)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國際學術暨實務

研討會作品集. 2018 / 陳秋米總編

輯 .-- 高雄市 : 東方設計大學文創所, 

107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15-61-6 (平裝)  

1.設計 2.文化 3.創意 4.文集  960.7  

一種尺寸不能適合所有人 : 你習以

為常的用品與空間中隱含危險、歧

視和偏見 / 凱瑟琳.安東尼(Kathryn H. 

Anthony)著 ; 方祖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708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330-0 (平裝) 

NT$360  

1.裝飾藝術 2.設計  962  

圖解現代色彩學 / 陳鴻興, 蕭琇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8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1-

9839-2 (平裝) NT$450  

1.色彩學  963  

Social Design. 1 : 感受百年歲月-日本

橫手市增田町設計工作營成果彙編 / 

林家華, 陳彥甫, 陳明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林家華, 10708 .-- 250 面; 

300 公分 .-- ISBN 978-957-43-5831-1 

(平裝) NT$400  

1.設計 2.作品集  964  

王淑芬 X 雅菲,手感禮物提案 20+ : 

創意機關、夢幻插畫,萌萌手作表心

意 / 王淑芬, 雅菲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160 面; 

17X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46) .-- 

ISBN 978-986-96742-5-6 ( 平 裝 ) 

NT$380  

1.工藝美術 2.設計  964  

浮光音 : 工藝創新應用於地方文化

電子產品之設計創作 / 林永雲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707 .-- 

50 面; 23X33 公分 .-- ISBN 978-957-

784-783-6 (平裝)  

1.產品設計 2.工藝設計  964  

包裝解碼.設計加值 / 楊勝雄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21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463-902-1 (平裝) NT$420  

1.包裝設計 2.商業美術  964.1  

希望你喜歡!簡單又可愛の禮物包裝

術 / 宮岡宏会著 ; Alicia Tung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良 品 文 化 館 , 

10708 .-- 96 面; 19X26 公分 .-- (手作

良品 ; 77) .-- ISBN 978-986-96634-2-7 

(平裝) NT$350  

1.包裝設計 2.禮品  964.1  

室內設計師的入行指導書 / 宮恩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708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75-3-3 (平裝) NT$380  

1.室內設計  967  

家的建築 : 傳承、創作、複述、重

新閱讀 / 大雄設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9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5-0 ( 精 裝 ) 

NT$880  

1.室內設計  967  

餐飲空間設計全書  / 東販編輯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709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75-760-2 (平裝)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餐廳  967  

TJDMA 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

展. 2017 第二屆 / 台灣珠寶金工創作

協會編著 .-- 臺南市 : 臺灣珠寶金工

創作協會, 10707 .-- 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89574-2-8 ( 平 裝 ) 

NT$380  

1.珠寶設計 2.金屬工藝 3.作品集  

968.4  

發光的房間 / 楊凱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7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4-584-5 ( 平 裝 ) 

NT$380  

1.民間工藝美術 2.民俗文物 3.生活

史  969  

技藝 

從基礎開始學習 : 花藝設計色彩搭

配學 / 坂口美重子著 ; 陳建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708 .-- 152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55) .-- ISBN 978-

986-96472-5-0 (平裝) NT$480  

1.花藝  971  

動感紙機關 / 篠崎均作 ; 蔡麗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708 .-

- 80 面; 21X30 公分 .-- (創意樹系列 ; 

20) .-- ISBN 978-957-8950-51-1 (平裝) 

NT$499  

1.紙工藝術  972  

小男生的 153 種摺紙遊戲 / 新宮文

明著 ; 王曉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708 .-- 160 面; 21 公分 .-

- (愛摺紙 ; 3) .-- ISBN 978-957-686-

752-1 (平裝) NT$280  

1.摺紙  972.1  

適合學齡前兒童學習益智摺紙入門

書 / 株式會社主婦之友社編 ; 游韻馨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708 .-- 128 面; 21 公分 .-- (愛摺紙 ; 

1) .-- ISBN 978-957-686-750-7 (平裝) 

N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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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摺紙  972.1  

顏翠珍作品編創理念與解析 : "華岡

藝展"與"鳥與水舞集"近五年作品闡

述 / 顏翠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707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33-8-5 

(平裝) NT$300  

1.舞蹈創作  976.01  

*完美,稍縱即逝 : 舞蹈家古名伸的追

尋筆記 / 古名伸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貓流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336-9-6 (平裝) NT$350  

1.古名伸 2.舞蹈家 3.臺灣傳記  

976.9333  

戲劇 

戲劇舞台空間的塑形表意 : 舞台設

計創作報告 : 以音樂劇<<國與家>>、

舞台劇<<冬城女人>>、<<迷局>>為

例 / 劉志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707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33-7-8 

(平裝)  

1.舞臺設計 2.劇場藝術 3.個案研究  

981.33  

臺南布袋戲研究 / 楊雅琪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707 .-- 

252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戲曲文化專輯 ; 2) .-- ISBN 

978-986-05-6312-2 (平裝) NT$320  

1.布袋戲 2.臺南市  983.3  

臺南京劇研究 / 曾子玲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707 .-- 284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戲曲文化專輯 ; 4) .-- ISBN 978-

986-05-6313-9 (平裝) NT$360  

1.京劇 2.臺南市  983.3  

臺南傀儡與竹馬、車鼓戲研究 / 林

永昌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

局, 10707 .-- 348 面; 21 公分 .-- (大臺

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戲曲文化專輯 ; 

3) .-- ISBN 978-986-05-6315-3 (平裝) 

NT$440  

1.傀儡戲 2.藝陣 3.臺南市  983.3  

臺南歌仔戲研究 / 林永昌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707 .-- 

30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6 輯, 戲曲文化專輯 ; 1) .-- ISBN 

978-986-05-6311-5 (平裝) NT$380  

1.歌仔戲 2.臺南市  983.3  

梨園戲樂 : 林吳素霞的南管戲藝人

生 / 林珀姬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09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03-0 (平

裝) NT$400  

1.林吳素霞 2.南管戲 3.臺灣傳記  

983.31099  

看見歷史 Moment : 電影 X 議題 / 張

雅婷, 林靜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7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445-9 (平裝)  

1.電影史  987.09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 那些改變的跟

改變不了的事,活著的跟夢想的事,都

在日常中天天上演的 100 件事 / 水

ㄤ, 水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708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7-509-5 (平裝) NT$280  

1.電影片 2.生活指導  987.83  

遊藝；娛樂；休閒 

黎辛斯基(論休閒) : 啟發消費咖啡、

小說、運動賽事與各種若干程度永

恆性與存續性作為的自由時光 / 黎

辛斯基(Witold Rybezynski)著 ; 梁永

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7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359-6 (平裝) NT$480  

1.休閒活動 2.文化研究  990  

府城將學 : 家將臉譜全集 / 鄭小將

作 .-- 臺南市 : 鄭文凱, 10708 .-- 150

面; 29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5814-4 (平裝) NT$1280  

1.藝陣 2.臉譜  991.87  

文化觀光 / 黃躍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10 .-- 320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11-9863-7 (平裝) 

NT$300  

1.文化觀光  992  

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報告. 中華

民國 106 年 / 渤通顧問有限公司研

究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0708 .-- 5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2-5 (平裝) NT$800  

1.旅遊 2.消費心理學 3.調查統計  

992.028  

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 中華民國

106 年 / 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0708 .-- 52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5-6465-5 (平裝) NT$800  

1.旅遊 2.調查統計  992.028  

旅遊目的地市場研究 / 李堅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9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

434-1 (平裝) NT$350  

1.旅遊業管理 2.行銷學  992.2  

旅遊產品開發與管理  / 王冬萍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17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38-9 (平裝) NT$350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992.2  

旅遊規劃開發 / 李益彬, 芮田生, 耿

寶江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9 .-- 3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1-478-5 ( 平 裝 ) 

NT$550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992.2  

解析觀光人力資源管理  / 鄭天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7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128-7-6 (平裝)  

1.旅遊業管理 2.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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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八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708 .-

- 368 面; 26X40 公分 .-- ISBN 978-

986-967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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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708 .-- 424 面; 26X40 公

分 .-- ISBN 978-986-96764-1-0 (平裝

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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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版 .-- 臺北

市  : 馬跡庫比 , 10708 .-- 280 面 ; 

26X40 公分 .-- ISBN 978-986-96764-2-

7 (平裝) NT$670  

1.導遊 2.領隊  992.5  

領隊人員 / 張萍如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708 .-- 10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59-40-1 (平

裝) NT$860  

1.領隊 2.旅遊  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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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人員別冊 / 張萍如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7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59-41-8 

(平裝) NT$260  

1.領隊 2.世界史 3.世界地理  992.5  

導遊人員 / 張萍如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708 .-- 10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59-38-8 (平

裝) NT$860  

1.導遊 2.旅遊  992.5  

導遊人員別冊 / 張萍如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7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59-39-5 

(平裝) NT$260  

1.導遊 2.臺灣史 3.臺灣地理  992.5  

跟著醫師安全學登山 / 林青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709 .-- 144 面; 23 公

分 .-- (好健康 ; 5) .-- ISBN 978-986-

96680-3-3 (平裝) NT$360  

1.登山 2.運動健康  992.77  

馬匹應急完全手冊 / Karen Coumbe, 

Karen Bush 原著 ; 茅繼良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狗腳印, 10707 .-- 195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94816-3-2 (平裝)  

1.馬術 2.馬 3.意外事故  993.1  

F1 小詞典 / 小倉茂德作 ; 甘為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412-9 (平裝) NT$350  

1.賽車  993.2  

輕鬆揮桿,打好高爾夫 / 王鈞生, 王關

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

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708 .-- 278

面; 23 公分 .-- (樂生活 ; 44) .-- ISBN 

978-986-96789-0-2 (平裝) NT$300  

1.高爾夫球  993.52  

中華民國高爾夫年鑑. 2016-18 / 羅裕

霖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高協 , 

107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74-0-0 (平裝) NT$500  

1.高爾夫球 2.年鑑 3.臺灣  

993.52058  

在大自然裡找玩具 : 一起來玩 100

種花草遊戲,野餐.露營.近郊散步 動

手玩自然 / 小林正明著 ; 謝薾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7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0-

5 (平裝) NT$350  

1.兒童遊戲 2.植物  996  

推理破案王 : 祕密殺人事件簿 / 羅亮

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709 .-- 224 面; 15X21 公分 .-- (幻想

家 ; 59) .-- ISBN 978-986-453-081-6 

(平裝) NT$220  

1.益智遊戲  997  

象棋真有趣 : 我的第一本象棋書 / 黃

少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709 .-- 352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8) .-- ISBN 978-986-96174-9-9 (平裝) 

NT$400  

1.象棋  997.12  

象棋連將殺局欣賞 / 吳雁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0709 .-- 

159 面; 21 公分 .-- (象棋輕鬆學 ; 

21) .-- ISBN 978-986-5734-85-5 (平裝) 

NT$220  

1.象棋  997.12  

火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蕭雲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709 .-- 160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475-758-9 (第 35 冊:平

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入門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630-90-4 (第 11 冊:平裝) NT$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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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630-93-5 (第 11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基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630-91-1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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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630-92-8 (第 11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Minecraft 神人放大絕! / くりゅ, 赤石

愛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76-873-8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超級迷你模型大全 / Hobby Japan 作 ; 

SR2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56-575-8 (平裝)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超絕造型作品集 / 大山竜等作 ; 林廷

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411-2 (平裝) NT$480  

1.工藝美術 2.造型藝術 3.模型  999  

戰車模型製作大全. 入門篇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楊家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7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408-2 (平裝) NT$350  

1.模型 2.戰車 3.工藝美術  999  

集合囉!超可愛の黏土動物同樂會 : 

一次學會基礎製作 x 造型動物 x 實

用作品,新手必備&必學指南 / 胡瑞

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

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708 .-- 112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88) .-- ISBN 978-

986-96655-1-3 (平裝) NT$35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Annual Report of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2017/chief editor 

Lin Fu-shan .-- 1st ed. .-- 臺北市 : 交

通部公路總局, 10707 .-- 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88-7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500  

Savoring the tastes of old Taipei/author 

Jiao Tong .-- 1st ed. .-- 臺北市 : 北市

觀光傳播局, 10708 .-- 11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05-6461-7 (平裝)  

「流浪的種子: 移動與遷徙–從地方

到他方的故事」國際當代藝術交流

計畫 特展專刊 /張至善 , 吳尚霖主

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臺灣史前博物

館, 10707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5-6327-6 (平裝) NT$120  

人生迷宮/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向

日葵志工隊暨麗心園繪本團體成員

作 .-- 再版 .-- 臺南市 : 嘉南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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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44-3 (平裝)  

*九降風吹三百年: 新竹歷史散步/廖

志堅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706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38-2 (平裝) NT$200  

工業科技教育學刊. 第十一期/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編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

系, 107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5-6446-4 (PDF)  

*公共工程金雲獎成果專輯. 第三屆/

程頂嘉總編輯 .-- 第 1 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707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48-1 ( 平 裝 ) 

NT$300  

成人肥胖防治指引手冊/楊宜青等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708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23-8 (平裝) NT$25  

地政成果專輯. 2018: 活力地政 幸福

彰化/劉坤松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

府, 107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4-8 (平裝) NT$300  

全國托教論壇論文集. 第十五屆: 攜

手師生親.品味教保心/黃欣華等作; 

歐姿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護理健康大學幼保系, 107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45-7 

(平裝) NT$250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鐵路類工務部 : 

1067 公厘軌距鐵路長焊鋼軌鋪設及

養護規範/交通部編審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 10708 .-- 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5-6416-7 (平裝) 

NT$150  

系統施工架作業安全指引 /林楨中 , 

顏聰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研所, 10707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9-7 ( 平 裝 ) 

NT$180  

味わい台北旧市街/焦桐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北市觀光傳播局, 10708 .-- 

11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05-

6460-0 (平裝)  

花宅人文散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

行 .-- 初版 .-- 澎湖縣 : 澎縣文化局, 

10707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5-6299-6 (平裝) NT$100  

花蓮縣豐山國民小學跆拳道社團發

展史/許倍僑主編 .-- 花蓮縣 : 花縣豐

山國小, 107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68-6 (平裝)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8/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

科技教育學系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師大工教系, 107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5-6447-1 (PDF)  

穿城入林: 木城嘉義市走讀小冊/陳

冠妃, 郭盈良主編 .-- 嘉義市 : 嘉市

文化局, 10707 .-- 1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5-6 (平裝)  

看看伯公在微笑: 新威國民小學伯公

文創學生畫冊/林淑芳策畫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新威國小 , 

10708 .-- 64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05-6366-5 (平裝) NT$300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小校園植物教

學資源彙編: 校園植物尋寶趣-綠色

嘉年華/莊宗霖撰寫 .-- 高雄市 : 高市

福安國小, 10707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9-6 (平裝)  

宮廟巧藝: 跨越傳統的葉根壯大木作

技術/林世超, 張宇彤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5-6411-2 

(EPUB) NT$180  

校 慶 美 展 Part IV. 藝 術 論 壇 

K.I.T.S.C.H 發表論文集/陳志誠作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美術系, 10708 .-- 

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37-5 (平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學實踐研究暨

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年/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教育大學研發

處, 10707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5-6427-3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200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 2017/國立臺

灣博物館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5-6474-7 (PDF)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國家圖書

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第

6 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7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78-650-1 

(PDF)  

就是愛閱讀手工繪本比賽優良作品

集. 第十一屆/陳建智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善化高中, 10707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93-

1 (平裝)  

滅火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邱文豐編

著 .-- 臺北市 : 警專, 10708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300-9 

(平裝)  

*話紅樓/邱品瑄等作 .-- 臺北市 : 北

市中山女中第十三屆人社班國文組, 

10706 .-- 2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301-6 (平裝)  

與中港同等心跳/王尊信作 .-- 一版 .-

- 臺中市 : 中市中港高中, 10707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

6339-9 (平裝)  

臺南市低碳示範校園標章認證. 106

年/施宏彥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教育局,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5-6276-7 (EPUB)  

*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多功能活動中

心興建計畫執行情形 /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7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65-

8 (平裝) NT$100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航次報

告. 2016/曾振德總編輯 .-- 基隆市 : 

農委會水試所, 10707 .-- 4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67-2 (平裝) 

NT$200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航次報

告. 2017 年/曾振德總編輯 .-- 基隆市 : 

農委會水試所, 10707 .-- 3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5-6379-5 (平裝) 

NT$200  

臨床常見疾病(症候)的中醫觀點預

防與衛教. (四): 眩暈、健忘、耳鳴、

痹證/劉國同撰稿 .-- 臺北市 : 國家中

醫藥研究所, 10708 .-- 15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5-6412-9 ( 光 碟 ) 

NT$150  

韓國漢文學與韓國文化/楊沅錫, 金

永玉著 .-- 臺北市 : 政大韓國文化教

育中心, 10709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6451-8 (平裝)  

*雞隻飼養及芒果栽培管理手冊 /陳

松柏等編著 .-- 臺南市 : 法務部明德

外役監獄, 10706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02-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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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年/陳樹屏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大學體育系,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430-3 

(平裝) NT$200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著 .-- 第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8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7-0 (平裝) NT$580  

80/20 法則: 刑法分/爭 1 次解決. 總

則篇/柳震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7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2-9 ( 平 裝 ) 

NT$600  

80/20 法則刑事訴訟法/伊谷, 李星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 

10708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3-6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 /施士文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8 .-- 39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7-1 (平裝)  

Beyond the sky. level 10/writer Gerry 

du Plessis .-- 1st ed.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0709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77-858-4 (平裝)  

C++全 方位 學習 ( 適用 Dev C++與

Visual C++)/古頤榛作 .-- 三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6-892-9 (PDF) 

NT$406  

English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author David Vickers et 

al. .-- 臺 北 市  :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 

10707 .-- 212 面; 22X27 公分 .-- ISBN 

978-986-96554-8-4 (平裝附光碟片)  

English teaching & culture/Chen-yan 

Shi 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

語文教, 10707 .-- 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6554-7-7 (平裝)  

Get ahead!/authors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707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254-

9 (平裝)  

Grammar map/大必佳英語教育團隊

策畫編著 .-- 臺南市 : 大必佳英語教

育, 107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179-3-8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50  

Let's rhyme. I/editor in chief Ling-Chun 

Kuo .-- 臺南市 : 人上人文化, 10707 .-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5711-29-0 (平裝)  

MC Online 英語聽力&口說英語數位

教材. level 6/Ian Crews, Kirk Burkhart

編輯  .-- 再版  .-- 桃園市  : 維特 , 

10708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4067-3-5 (平裝) NT$850  

New English express: for life and work/

吳翠萍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鶴, 10709 .-- 84 面; 22X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834-0 ( 平 裝 ) 

NT$360  

Visual Basic 2017 程 式 設 計 ( 適 用

2017/2015)/陳惠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6-891-2 (PDF) 

NT$392  

Visual C# 2017 程 式 設 計 ( 適 用

2017/2015)/陳惠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6-893-6 (PDF) 

NT$392  

一般行政警察考前速成. 107 版/江河

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7-3 (平裝) NT$58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致勝秘笈 : 

Access 2010/制勝研究室編著 .-- 十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8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3-

888-8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文化人類學/黃雋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8-

1 (平裝) NT$450  

公文速成兵法/江河編著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

439-9 (平裝) NT$400  

公 文速 成兵 法 ( 司法 特考 )/江河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0-5 (平裝) NT$400  

公 文速 成兵 法 ( 鐵路 特考 )/江河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1-2 (平裝) NT$400  

火災學/謝景旭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7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365-0 (平裝) 

NT$400  

文理有別/潘玉峰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32-5 (EPUB) 

NT$160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考前速成(五合

一)/林育智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4-2 

(平裝) NT$650  

用 Python 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收錄

MTA Python 微軟國際認證模擬試

題)/李啟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6-890-5 (PDF) NT$294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

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

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708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0-0 (平裝)  

正好的民法選擇題 /林政豪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0708 .-- 45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2-47-1 (平裝) NT$450  

司法-法學緒論. 108 版/程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3-

2 (平裝) NT$630  

幼兒、兒童、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蔡

一菱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708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8-6 ( 平 裝 ) 

NT$570  

司法民法關鍵讀本. 108 版/陳曄編

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2-6 (平裝) NT$580  

司法行政法. 108 版/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7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497-464-1 (平裝) NT$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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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特考: 刑法. 108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3-

6 (平裝) NT$620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瑛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9-6 (平

裝) NT$560  

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力勵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5-

858-2 (平裝) NT$540  

民法總則(爭點&實例)/裕樹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481-354-4 (平裝) NT$500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慕劍平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7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4-9 (平裝) NT$370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三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709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3-904-5 

(平裝)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19(102-107 年試題)/

李華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

圖書, 10707 .-- 304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5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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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02-107 年試題)/李華, 葛瑞, 陳

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7 .-- 304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529-5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19(102-107 年試題)/

李華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

圖書, 10707 .-- 304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531-8 ( 平 裝 )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

類(輸電設備維護/工程類))共同+專

業. 2019(102-107 年試題)/李華, 葛瑞, 

陳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

書, 10707 .-- 304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530-1 ( 平 裝 ) 

NT$450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甄

家灝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707 .-- 448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415-6 (平裝)  

全方位高中指考物理總複習/顧建州

編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07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66-4 (平裝) NT$390  

*刑法. 108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2-9 (平

裝) NT$620  

刑法大師文章解讀/王陽, 黃融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707 .-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269-448-0 (平裝) NT$520  

刑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成法學

苑.戴蒙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709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347-6 (平裝) NT$300  

刑事訴訟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

成法學苑.戴蒙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346-9 ( 平 裝 ) 

NT$300  

刑法概要題庫/顏台大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

495-5 (平裝) NT$480  

*刑法總則. 108 版/周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5-0 

(平裝) NT$530  

地政士 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6-3 (平裝) NT$580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技

能檢定研究室作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6-894-3 (PDF) NT$154  

*行政學 快樂學/紀傑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6-

6 (平裝) NT$580  

行政學析論/程明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29-

0 (平裝) NT$620  

行政學新編/王濬編著 .-- 第十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

489-4 (平裝) NT$580  

行政學精論/陳真編著 .-- 第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9-

5 (平裝) NT$62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公民

與社會. 1/邱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擎天, 10707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694-70-7 ( 平 裝 ) 

NT$13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地理. 

1/林逸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

擎天, 10707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694-69-1 ( 平 裝 ) 

NT$185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基礎

物理. 1/林冠傑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擎天, 10707 .-- 2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694-71-4 ( 平 裝 ) 

NT$22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歷史. 

1/周子賢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

擎天, 10707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694-68-4 ( 平 裝 ) 

NT$185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9-4 (平裝)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鐵路特

考用/王毅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0-2 (平

裝) NT$560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鐵路特

考專用/吳俊, 吳江林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5-

8 (平裝) NT$560  

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企業概

論、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 第四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707 .-- 35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6-3 (平裝)  

好齊 x 好多!總複習. I: 律師司法官

第一、二試. 2018/讀享編輯團隊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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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45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8612-51-8 (平裝) NT$450  

行銷學 (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

學)/陳金城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54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1-

6 (平裝)  

完全白話!郵政三法大意關鍵詞攻略

(內勤)/畢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0-1 

(平裝)  

我國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論述分

析: 以師資培育白皮書為中心/王等

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708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17-6 (平裝) NT$400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708 .-- 45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2-50-1 (平裝) NT$450  

法研所試題全解 . 107/保成名師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 

107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1-2 (平裝) NT$550  

物理. BI/蔡耀智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8 .-- 3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3-3 (平

裝)  

兒童發展與輔導/張茂英, 張瑛編著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

480-1 (平裝) NT$500  

拆解式政治學/韋伯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3-

1 (平裝) NT$580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張庭編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7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0-6 (平裝) NT$56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黎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1-7 (平裝) NT$48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

務)/張庭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707 .-- 68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7-433-7 (平裝) 

NT$560  

明解高中化學複習寶典 /林成彥編

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708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368-8 (平裝) NT$420  

社會學白話讀本/韋樂編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

474-0 (平裝) NT$580  

*社會學析論/畢成編著 .-- 第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6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8-

2 (平裝) NT$570  

法潮 106-107 公法年度重要時事/保

成編輯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7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0-5 ( 平 裝 ) 

NT$120  

法潮 106-107 民事法年度重要時事/

保成編輯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58-2 ( 平 裝 ) 

NT$120  

法潮 106-107 刑事法年度重要時事/

保成編輯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59-9 ( 平 裝 ) 

NT$120  

法學緒論/鄭中基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6-

7 (平裝) NT$550  

法學緒論(警特專用)/鄭中基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3-3 (平裝) NT$560  

研究所分章題庫(作業研究)/李昊, 徐

明龍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

書, 10709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542-4 (平裝) NT$6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力 學 ). 

2019(105-107 試題)/張皓, 祝裕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 24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532-5 (平裝) NT$3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數 學 1). 

2019(105-107 試題)/周易等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31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45-534-9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機械

所. 2019(105-107 試題)/周易等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 30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536-3 (平裝) NT$5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自 動 控 制 ). 

2019(105-107 試題)/詹森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312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45-533-2 (平裝) NT$3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通訊所(含工程

數學、通訊系統)). 2019(105-107 試

題)/周易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168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345-539-4 (平裝) 

NT$3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

學). 2019(105-107 試題)/林禾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32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

345-535-6 (平裝) NT$5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線 性 代 數 ). 

2019(105-107 試題)/林立宇, 林緯, 周

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鼎茂圖書, 

10709 .-- 21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540-0 (平裝) NT$450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708 .-- 5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681-2-5 (平裝) 

NT$450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708 .-- 5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681-3-2 (平裝) 

NT$550  

建築國家考試. 106: 試題詳解/九華

文教機構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 

10707 .-- 2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5489-6-0 (平裝) NT$450  

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

要)/劉秀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707 .-- 84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7-432-0 (平裝) 

NT$580  

高分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劉秀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1-3 (平裝) NT$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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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測衝刺模擬 TEST. 國文科考

(選擇題)/嚴月霞編著 .-- 新北市 : 建

興文化, 107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67-1 ( 平 裝 ) 

NT$250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題庫)/高賢松, 

至賢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3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6-7 (平裝) NT$300  

航空英文/王正光等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709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786-

7 (平裝)  

財政學/周群倫編著 .-- 第十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7-

4 (平裝) NT$620  

航海人員培訓、發證及當值標準國

際公約馬尼拉修正案對我國船員管

理體制之影響及規劃因應方案. 一九

七八年/周和平, 周明宏著 .-- 臺北市 : 

倫悅企業, 10707 .-- 40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6249-1-6 ( 平 裝 ) 

NT$500  

訊息系統項目管理師考試論文指導/

李振華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64-1 (EPUB) NT$29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 

十 三 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 

10710 .-- 62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784-787-4 (平裝)  

高普-法學緒論. 108 版/程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2-

5 (平裝) NT$630  

高普考政府會計. 108 版/張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6-

4 (平裝) NT$560  

高普考財政學新論. 108 版/鄭漢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7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9-7 (平裝) NT$590  

高普考專用-教育心理學/蔡一菱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7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7-2 (平裝) NT$560  

高普考稅務法規. 108 版/萬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5-

7 (平裝) NT$600  

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題庫 Q&A. 

108 版/徐喬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708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9-3 ( 平 裝 ) 

NT$580  

烘焙食品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文字

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文字復興, 10708 .-- 3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11-9862-0 (平裝) 

NT$480  

高普審計學. 108 版/金永勝編著 .-- 

第十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9-8 (平裝) NT$660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焦點總

複習/高朋, 尚榜編著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7-

9 (平裝)  

*國文(單選題.閱讀測驗)主題式精選

題庫/林嵩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349-0 (平裝) 

NT$460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作 .-- 

一版二刷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5-9 (平裝) NT$460  

國中國文閱讀素養三部曲/林達, 張

敬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707 .-- 1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4310-8-8 (平裝)  

基本電學(大意)(鐵路特考專用)/鄭奇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6-8 (平裝) NT$580  

基本電學(高普考專用)/鄭奇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7 .-- 6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5-1 (平裝) NT$580  

基本電學(國民營考試專用)/鄭奇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7-5 (平裝) NT$580  

基本電學(歷年試題+模擬考)/陸冠奇

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708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7-0 (平裝)  

基本電學實習. I/鄭榮貴, 林傳傑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708 .-- 3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5-722-6 (平裝)  

國民營英文/劉似蓉編著 .-- 第十三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709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6-1 (平裝)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7-8 (平裝)  

現行考銓制度/韋恩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3-

5 (平裝) NT$50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李齊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2-4 (平裝) NT$590  

*國考英文一級棒/英銘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352-0 (平裝) NT$530  

*國考英文一級棒/英銘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353-7 (平裝) NT$530  

教育心理學/蔡一菱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6-5 (平

裝) NT$560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歐文編著 .-- 八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8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5-6 (平裝) NT$580  

教育學/羅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4-8 (平

裝) NT$460  

專攻學測 107-102 仿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高明出版數學團隊編著 .-- 新

北市 : 高明, 10707 .-- 1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038-1-8 (平

裝)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凱風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

數位文化, 10708 .-- 450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8612-53-2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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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商事法解題書/果殼, 果核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708 .-- 45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2-48-8 ( 平 裝 ) 

NT$450  

這是一本憲法選擇題 /霸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0708 .-- 45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2-55-6 (平裝) NT$450  

統計學/吳迪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6-2 (平

裝) NT$580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

試題精解). 108 版/羅林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7-1 

(平裝) NT$580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 

朱英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7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59-7-3 (平裝) NT$350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機械製造與機

械基礎實習/李非, 陳飛祥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64-162-8 

(平裝)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林清編著 .-- 

第十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34-4 (平裝) NT$580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劉

子靖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7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163-5 (平裝附光碟片)  

勝出!外勤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

識條文對照式題庫 /陳金城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6-2 (平裝)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

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 第

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7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5-5 (平裝)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德

芬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7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41-5 (平裝)  

勝出!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 主

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高朋 , 尚榜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8 .-- 37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0-9 (平裝)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

朋, 尚榜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9-3 (平

裝)  

勝出!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主題式命

題焦點+題庫/白文傑編著 .-- 第二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7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1-7 (平裝)  

郵政三法大意百分百必勝精鑰/以明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7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09-5 (平裝)  

郵政三法大意全真模擬題庫/陳金城

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708 .-- 22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2-3 (平裝)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

(營運職/專業職一)/陳金城編著 .-- 第

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707 .-- 45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3-2 (平裝)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大

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陳金城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4-8 (平裝)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八堂

課/李宜藍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8-6 (平

裝)  

超效率學測公民與社會總複習及測

驗/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瑞 華 教 育 科 技 , 

10708 .-- 461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79-0-5 (平裝)  

超效率學測化學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63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7-4 (平裝)  

超效率學測生物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4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1946-8-6 (平裝)  

超效率學測地球科學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78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2-9 (平裝)  

超效率學測地理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69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1-2 (平裝)  

超效率學測物理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24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3-6 (平裝)  

超效率學測英文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53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5-0 (平裝)  

超效率學測國文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70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1946-9-3 (平裝)  

超效率學測數學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389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4-3 (平裝)  

超效率學測歷史總複習及測驗/瑞華

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708 .-- 460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9-6-7 (平裝)  

普通生物學/黃彪著 .-- 臺南市 : 高元

進階智庫, 10707 .-- 43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4949-5-3 (第 1 冊:平

裝) NT$600  

*稅務法規. 108 版/張建昭, 張敬章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7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8-0 (平裝) NT$600  

凱莉教官教你七週成為空姐: 空/地

勤全就業指南/凱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708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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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12-54-9 (平裝) NT$450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平移.旋轉.

翻轉/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7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74-6-4 

(平裝)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認識圖形.

圖形運動/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74-5-

7 (平裝)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數形規律/

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

尼教育科技, 10707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766-0-1 (平裝)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縮圖放大圖

/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707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574-9-5 (平裝)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體積.表面

積/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707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574-7-1 (平裝)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觀察物體疊

疊樂/謝榮利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7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74-8-8 

(平裝)  

葳!幾何妖怪別搗蛋: 教師手冊/姚如

芬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

的數學教室, 10707 .-- 7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31-6-0 (平

裝)  

葳!幾何妖怪別搗蛋: 學生手冊/姚如

芬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

的數學教室, 10707 .-- 5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31-7-7 (平

裝)  

電 子學 (國 民營 考試 專用 )/鄭奇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3-4 (平裝) NT$560  

電子學(概要)(高普考專用)/鄭奇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1-0 (平裝) NT$560  

電子學概要(含大意)(鐵路特考專用)/

鄭奇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707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2-7 ( 平 裝 ) 

NT$560  

新住民人文繪本教案手冊: 越南/盧

彥芬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 : 兒童

文藝基金會, 10707 .-- 8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6746-0-7 (平裝) 

NT$300  

會計師、研究所稅務法規. 108 版/萬

華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8-8 (平裝) NT$600  

會計師審計學. 108 版/金永勝編著 .-- 

第十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0-4 (平裝) NT$660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108

版/張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1-1 (平裝) NT$570  

會計學/郝強, 蔡家龍編著 .-- 第二十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7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71-9 (平裝) NT$580  

逼真!鐵路運輸學大意模擬題庫+歷

年試題/白崑成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9-

2 (平裝)  

搶救郵政國文特訓(含短文寫作與閱

讀測驗)/徐弘縉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688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

433-0 (平裝)  

遊程規劃實務. I/鍾任榮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707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1-9820-0 

(平裝)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

析/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6-889-9 (PDF) 

NT$105  

資優生數理資優班甄選數學試題暨

詳解/鄭立主編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708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24-365-7 (平裝) NT$480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考前速成綜

合題庫(國文、英文、法學緒論、管

理學、經濟學)/李楓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0-3 

(平裝) NT$600  

銀行管理講義·真題·預測全攻略/銀

行業從業人員資格認證考試教材編

寫組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76-4 (EPUB) NT$400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自然科

/林冠傑等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707 .-- 20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55-5 ( 平 裝 ) 

NT$210  

監獄官考點解析. 108 年/霍華德, 張

維軒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8 .-- 1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64-3 (平裝) NT$100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題庫-主題式精

選題庫/李岳洋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48-3 (平

裝) NT$300  

數學解題 know how: 幾何/孫唯洛

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0708 .-- 

2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6273-9-9 (平裝) NT$300  

憲法測驗命題焦點. 108 版/林強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7-468-9 (平裝) NT$500  

憲法解題書/楊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707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447-3 

(平裝) NT$52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0-0 (平裝) NT$480  

機械概論(常識)/陳廣明編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7 .-- 7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97-9 (平裝) NT$580  

學測指考歷屆試題分章歸納解析: 數

學. 高二篇/王擎天等合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鶴立, 10708 .-- 2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395-9-0 (平裝)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

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

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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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3-

1 (平裝)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王傑編

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8 .-- 66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4-7 (平裝)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陳書翊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707 .-- 632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4-9 (平裝)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陳名著 .-- 第

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5-4 (平裝)  

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倪明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8-7 (平裝)  

警專國文 : 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2-5 (平裝)  

警專數學 :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8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87-411-8 (平裝)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708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22-4 (平

裝)  

警察-法學緒論. 108 版/程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1-

8 (平裝) NT$630  

警察法規概要. 行政法篇/郭羿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355-1 (平裝) NT$380  

警察特考: 刑法. 108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707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7-444-

3 (平裝) NT$620  

*警察專業英文/英銘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50-

6 (平裝) NT$450  

警察勤務及警察情境實務 /樵林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 

10708 .-- 50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351-3 (平裝) NT$500  

*鐵路佐級: 運輸營業類企業管理大

意 X 鐵路運輸學大意大進擊!/王毅, 

林敏玄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707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52-8 (平裝) NT$450  

鐵路法(大意)/劉奇編著 .-- 第十一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708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488-7 (平裝) NT$560  

鐵 路法 (含 概要 、大 意 )/白崑成 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7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42-2 (平裝)  

鐵路運輸學大意/白崑成編著 .-- 第

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709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38-5 (平裝)  

體育行政與管理/鄭志富主編 .-- 三

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709 .-- 

520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

496-818-3 (精裝) NT$700  

兒童讀物 

1+1= 我 們 / 丹 妮 拉 . 昆 克 爾 (Daniela 

Kunkel)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 10708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641-4-1 ( 精 裝 ) 

NT$280  

10 理由讓你愛上企鵝/凱瑟琳.巴爾

(Catherine Barr) 文 ; 克 魯 羅 花 子

(Hanako Clulow)圖; 余佳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709 .-- 24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292-

781-6 (精裝) NT$499  

10 理由讓你愛上獅子/凱瑟琳.巴爾

(Catherine Barr) 文 ; 克 魯 羅 花 子

(Hanako Clulow)圖; 劉岦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709 .-- 24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292-

780-9 (精裝) NT$499  

10 理由 讓你愛上熊 /凱瑟琳 .巴爾

(Catherine Barr) 文 ; 克 魯 羅 花 子

(Hanako Clulow)圖; 劉岦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709 .-- 24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292-

779-3 (精裝) NT$499  

10 理由讓你愛上藍鯨/凱瑟琳.巴爾

(Catherine Barr) 文 ; 克 魯 羅 花 子

(Hanako Clulow)圖; 余佳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709 .-- 24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292-

782-3 (精裝) NT$499  

123 easy teaching, Book 1,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authors 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757-4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簡體字版)/黃昱之, 

黃 浩 耘 著  .-- 新 竹 縣  : 黃 昱 之 ,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771-0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 好聰明/

黃昱之, 黃浩耘著 .-- 新竹縣 : 黃昱

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38-3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 好聰明. 

第 1 冊, 加法和減法/黃昱之, 黃浩耘

著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2-6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 好聰明. 

第 1 冊, 加法和減法(簡體字版)/黃昱

之, 黃浩耘著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770-3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 好聰明. 

第 2 冊, 乘法和除法/黃昱之, 黃浩耘

著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3-3 (PDF)  

123 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 好聰明. 

第 2 冊, 乘法和除法(簡體字版)/黃昱

之, 黃浩耘著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772-7 (PDF)  

1999 年 6 月 29 日/大衛威斯納文.圖; 

黃鈞荻譯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189-863-6 (精裝) NT$280  

Beauty and the beast/ .-- 臺北市 : 東西

圖書, 107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5-3-9 (平裝附光碟

片)  

Daddy 跟妳說秘密/妙蒜小農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707 .-- 

32 面 ; 20 公分  .-- ISBN 978-986-

96489-4-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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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red riding hood/ .-- 臺北市 : 東西

圖書, 107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5-1-5 (平裝附光碟

片)  

MY WORLD 我的天地: My Family/湯

婉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榮

企業,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6806-0-8 (PDF)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 臺

北市 : 東西圖書, 107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5-4-6 (平

裝附光碟片)  

The gingerbread man/ .-- 臺北市 : 東西

圖書, 107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45-2-2 (平裝附光碟

片)  

「海洋魔法~地質公園的異想世界」

海洋科普繪本/黃式維總編審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野柳國小 , 

107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1865-8 (精裝) NT$300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 金竹國小學

習成果輯. 106 學年度/王郁昭等編

輯  .-- 高 雄 市  : 高 市 金 竹 國 小 , 

10707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36-8 (平裝)  

小小探索家. 1/胡妙芬文; 朱家鈺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742-6-3 

(PDF) NT$199  

小小探索家. 2/胡妙芬文; 朱家鈺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742-7-0 

(PDF) NT$199  

小老虎學數數 /雅諾許作 ; 姬健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 

10709 .-- 40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96783-0-8 (精裝) NT$300  

小老鼠別鬧了!/粘忘凡作 ; 孫心瑜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709 .-- 32 面; 21X26 公分 .-- ISBN 

978-986-338-219-5 (精裝) NT$280  

下雨了!/湯姆牛文.圖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708 .-- 4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479-517-

8 (精裝) NT$320  

小兒子. 3, 游泳/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709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387-250-4 (精裝) 

NT$280  

小兒子. 4, 爛傘/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709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387-251-1 (精裝) 

NT$280  

大象艾瑪 /大衛.麥基文 .圖; 周逸芬

譯 .-- 三版 .-- 新竹市 : 和英文化, 

10707 .-- 4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96460-2-4 (精裝) NT$320  

小溜溜/黃沛瀅文圖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709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58-706-4 (精裝) 

NT$280  

小銀魚三部曲: 猶太家庭給孩子的第

一套「生命教育」 啟蒙書,以色列繪

本之父經典代表作 /保囉 .侯爾(Paul 

Kor)著; 羅凡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0707 .-- 冊 .-- ISBN 978-

986-384-297-2 (全套:精裝) NT$1260  

毛毛蟲 MM/林治平著; 蔡雅晴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708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727-534-9 (精裝) NT$320  

不是故意玩深沉/王麗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59-4 

(EPUB) NT$250  

水彩/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書局

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4-6453-4 (平裝)  

牙齒(簡體字版)/李鍾旻作; 朱家鈺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0-4 (平裝)  

水墨漢字繪本. 1: 日月山川. 象形篇/

保冬妮著; 朱瑩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樹文化, 10708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837-91-4 (精裝)  

水墨漢字繪本. 2: 上下十千. 指事篇/

保冬妮著; 朱瑩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樹文化, 10708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837-92-1 (精裝)  

牙齒獵人/趙元熙文.圖;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710 .-- 

36 面; 22X30 公分 .-- ISBN 978-957-

9125-21-5 (精裝)  

公雞不見了/宋秀齡, 詹蔚平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身心障礙聯盟 , 

10708 .-- 35 面; 21X25 公分 .-- ISBN 

978-986-86805-8-6 (精裝) NT$300  

水邊的精靈: 蜻蜓/邱承宗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08 .-- 48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211-

845-0 (平裝) NT$350  

可以一起玩嗎?/麥克布朗羅文.圖; 王

欣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189-867-4 (精裝) NT$280  

史努豆上學的第二天/雅諾許作; 姬

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0710 .-- 64 面; 19X25 公分 .-- ISBN 

978-986-96783-3-9 (精裝) NT$300  

生命科學 : 演化故事 /猪鄉久義監

修 .-- 新北市 : 人類, 107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13-984-2 

(平裝)  

可怕鬼怪的故事/周治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66-0 

(EPUB) NT$180  

幼兒學校好有趣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3-0 (精裝) 

NT$599  

世界動物大驚奇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6-1 (精裝) 

NT$599  

田鼠,可以吃嗎?/吳惠花等文圖; 陳美

萍印尼文翻譯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老梅國小, 10707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6350-4 (精

裝) NT$250  

仙履奇緣: 最有毅力的公主仙度瑞拉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艾蜜莉亞.韓森

(Amelia Hansen)改寫; 薇奧麗塔.卡曼

紐(Violeta Caamaño)繪; 郭庭瑄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9 .-- 40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57-658-039-

0 (精裝) NT$280  

白貓與修道士/喬艾倫波嘉文; 席尼

史密斯圖; 許書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0709 .-- 40 面; 2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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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294-210-9 (精裝) 

NT$350  

竹子(簡體字版)/黎巧巧作; 孫基榮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6-6 (平裝)  

有什麼都是寶/茱莉加斯曼文; 莎拉

霍恩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709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189-866-7 (精裝) NT$280  

光光老師的生活繪本 . 1/廖笙光文; 

九子,王秋香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007-0 (PDF) NT$199  

安妮.法蘭克: 密室裡的女孩/約瑟夫.

普利(Josephine Poole)文; 安琪拉.芭蕾

特(Angela Barrett)圖; 劉清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709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

257-1 (精裝)  

如果穿上內褲的話/朴鍾震文; 金允

景繪; 林育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24 面; 19X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7509-0 (精裝)  

有怪獸!!/木村裕一文圖; 黃佁儒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4-408-6 (精裝)  

在馬桶上便便!/金禧男作; 金高銀繪; 

許延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709 .-- 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74-409-3 (精裝)  

有恐龍!!/木村裕一文圖; 黃佁儒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4-407-9 (精裝)  

交通工具大集合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7-8 (精裝) 

NT$599  

色鉛筆/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書

局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4-6450-3 (平裝)  

老榕樹與小梅/洪于涵等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老梅國小 , 

10707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51-1 (平裝)  

地鐵(簡體字版)/林季融作; 陳正堃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4-2 (平裝)  

我不要受傷/巧巧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52-138-8 (精

裝) NT$250  

我不害羞了/田島香織文.繪; 思謐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709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248-750-1 (精裝) NT$280  

我不會走丟/巧巧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52-136-4 (精

裝) NT$250  

走出森林的小紅帽/韓煦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708 .-- 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00-218-4 

(精裝) NT$300  

吱吱嘎嘎猜拳大對決/大森裕子文圖; 

陳瀅如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

巴克, 10709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215-76-6 ( 精 裝 ) 

NT$280  

妖怪小學. 4, 妖大王的大袐寶/林世

仁; 森本美術文化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009-4 (PDF) 

NT$260  

忘東忘西大王/武田美穗文.圖; 林劭

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07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8640-52-8 (精裝) NT$300  

我和你和他和她: 快樂的一家/莉莉.

拉洪潔(Lilli L'Arronge)文.圖;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708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13-7488-8 (精裝)  

別來煩我/薇菈.布洛思寇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011-7 (PDF) 

NT$300  

妖怪藥局/許芳慈文; 蔡兆倫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417-4-6 (全套:平裝) 

NT$620  

我是月亮/青山七惠作; 刀根里衣繪; 

蘇懿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709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4-411-6 (精裝)  

抓流星/賈玉倩, 張展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709 .-- 56 面; 

16X21 公分 .-- ISBN 978-986-161-588-

2 (精裝)  

呂華蒝的異想王國/呂華蒝作 .-- 初

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29-75-5 (PDF) 

NT$666  

我會打招呼!/jinco 圖; 游蕾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710 .-- 

2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440-

259-5 (精裝)  

我會刷牙了!/jinco 圖; 游蕾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710 .-- 

2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440-

258-8 (精裝)  

我會勇敢說｢不｣！: 孩子的第一套安

全教育寶典/詹妮.桑德斯文; 楊佳諭, 

陳若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211-

849-8 (全套:平裝) NT$860  

岩石(簡體字版)/張嘉琳作; 莊河源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2-8 (平裝)  

阿尼,該睡覺了!/馬克斯.菲斯特文.圖; 

黃筱茵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 10709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40-255-7 (精裝)  

垃圾小童/YU 圖.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708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1-9811-8 ( 精 裝 ) 

NT$220  

奇妙的陸地滅絕動物繪本圖鑑/秦好

史郎文圖; 陳朕疆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48 面; 

22X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412-

3 (精裝)  

阿拉丁: 最有勇氣的公主茉莉/美國

迪 士 尼 公 司 著 ; 艾 蜜 莉 亞 . 韓 森

(Amelia Hansen)改寫; 安格.羅德里格

茲(Ángel Rodríguez)繪; 郭庭瑄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709 .-- 40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57-658-038-

3 (精裝) NT$280  

爸爸成為爸爸的一天/長野英子文.圖;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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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40 面; 20X27 公分 .-- ISBN 

978-986-294-208-6 (精裝) NT$350  

拉拉熊粉絲 15 周年特集/黑田朝子

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0708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9699-36-

5 (平裝) NT$599  

空氣(簡體字版)/陳巧官作; 蔡景文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5-9 (平裝)  

夜晚的曙光/陳美蓉,陳嬿如文; 老梅

國小師生圖; 陳美萍印尼文翻譯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老梅國小, 

10707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5-6349-8 (精裝) NT$250  

呼喚我的貓/蜜雪兒.羅賓森(Michelle 

Robinson)文; 李瑾倫圖; 柯倩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7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762-

642-4 (精裝) NT$300  

兒童高音阮繪本教程. 入門 B 本/林

婕心著 .-- 新北市 : 林婕心, 10707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5805-2 (平裝) NT$380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佐野洋子文.圖; 

林真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709 .-- 32 面; 26X29 公分 .-- ISBN 

978-986-96778-1-3 (精裝) NT$320  

是大熊吃了你的三明治/茱莉亞.薩爾

康-羅奇作.繪; 吳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7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38-223-2 

(精裝) NT$280  

風之星/新宮晉文.圖; 林真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709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254-

0 (精裝)  

飛天獅子 /佐野洋子文 .圖 ; 林真美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709 .-- 

32 面; 26X29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8-2-0 (精裝) NT$320  

看見了!/姚伯勳文; 龐雅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709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189-865-

0 (精裝) NT$260  

洋洋不想寫功課/李美麗作; 羅俊俏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茉莉文化, 

10709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391-9-0 (精裝) NT$280  

茉 莉 老 師 的 禮 儀 學 校 /James 

MacLaine, Rosie Reev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709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077-33-0 (精

裝)  

玻璃(簡體字版)/黃淑慧作; 陳正堃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8-0 (平裝)  

是誰的屁股?/香頭寶寶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香頭寶寶, 10707 .-- 3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6771-0-

3 (精裝) NT$330  

品德教育音樂繪本/小牛津編輯團隊

企畫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

國際文化, 10707 .-- 冊 .-- ISBN 978-

986-96611-5-7 (全套:精裝) NT$1200  

耶誕節慶好歡樂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4-7 (精裝) 

NT$599  

紙(簡體字版)/陳旻芊作; 蔡景文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1-1 (平裝)  

哲也的翻轉童話. 1/哲也文; 九子等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2-8-7 (PDF) NT$199  

哲也的翻轉童話. 2/哲也文; 陳沛珛

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2-9-4 (PDF) NT$199  

栗子郊遊 /金志安文圖 ; 許延瑜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74-410-9 (精裝)  

剛好遇見恐龍.慶惠媛/慶惠媛作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 10708 .-

- 冊 .-- ISBN 978-986-95014-7-7 (全套:

平裝) NT$899  

海洋世界真美麗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5-4 (精裝) 

NT$599  

神射手阿泰/林治平著; 托比繪 .-- 臺

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708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727-533-

2 (精裝) NT$320  

哥倆好/艾蜜莉.葛拉菲特文.圖; 沙永

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10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211-852-8 (精裝)  

粉彩筆/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書

局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4-6452-7 (平裝)  

記得緊急號碼/巧巧兔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52-140-1 (精

裝) NT$250  

茶飲(簡體字版)/李俊秀作; 江長芳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3-5 (平裝)  

猜一猜,我住在哪裡?/Stephanie Babin

作; Nien Ting 譯 .-- 臺北市 : 禾流文

創, 10709 .-- 12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57-8930-25-4 ( 精 裝 ) 

NT$500  

第十一根手指 /張輝誠作 ; 楊念蓁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9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503-015-5 (精裝) NT$300  

彩色筆/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書

局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4-6449-7 (平裝)  

陪伴孩子適應幼稚園套書/謝淑美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9125-17-

8 (全套:精裝) NT$1480  

陪爸爸上班/張輝誠作; 黃祈嘉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9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03-

014-8 (精裝) NT$300  

動物園狂想曲 /安石榴文 ; 孫心瑜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710 .-- 

40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57-

8640-53-5 (精裝) NT$300  

動物謠言追追追. 1, 牠們都是大壞蛋

嗎?/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

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2-2-5 (PDF)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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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謠言追追追. 2, 牠們竟然是好朋

友?/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

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2-1-8 (PDF) NT$320  

動物謠言追追追. 3, 牠們只能住那裡

嗎?/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

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2-3-2 (PDF) NT$320  

都是我的/張輝誠作; 李小逸繪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9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03-

013-1 (精裝) NT$300  

教師節/艾德娜作; 吳嘉鴻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709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666-

0 (精裝)  

甜甜圈廚師/包伯.史塔克(Bob Staake)

文.圖; 鄭如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09 .-- 40 面; 21X26 公

分 .-- ISBN 978-986-211-846-7 (精裝) 

NT$320  

陶樂蒂的開學日/陶樂蒂文; 陶樂蒂,

黃郁欽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010-0 (PDF) NT$300  

蛋寶寶/神沢利子文; 柳生弦一郎圖; 

林玟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709 .-- 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11-853-5 (精裝) NT$280  

給老師的一封信/黛博拉.霍金森文; 

南西.卡本特圖; 宋珮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0709 .-- 40 面; 

23X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256-

4 (精裝)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1, 考古之

旅/笑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708 .-- 144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8891-11-1 (平裝) 

NT$25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2, 農業與

生態/笑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狗狗圖書 , 10708 .-- 168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891-12-

8 (平裝) NT$25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3, 森林與

湖泊/笑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狗狗圖書 , 10708 .-- 160 面 ; 

17X23 公分 .-- ISBN 978-957-8891-13-

5 (平裝) NT$25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4, 數學之

美/笑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708 .-- 168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57-8891-14-2 (平裝) 

NT$250  

黃瑽寧的身體繪本. 1/黃瑽寧文; Tai 

Pera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002-5 (PDF) NT$199  

當一天文具/福部明浩文; 川嶋奈奈

圖; 張玲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 10709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868-1 ( 精 裝 ) 

NT$260  

當天使飛過人間/田中伸介圖 .-- 四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709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89-864-

3 (精裝) NT$280  

電車來囉!/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11-847-4 (精裝) NT$300  

媽咪我愛您!寶貝我愛你!/維他命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709 .-- 3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8602-37-3 (平裝) NT$300  

農場生活好熱鬧 /查理 .波普(Charlie 

Pop)文.圖; 吳岱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710 .-- 1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92-788-5 (精裝) 

NT$599  

腳踏車/盧卡斯.阿諾杜森文; 馬克.揚

森圖; 陳若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7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1-844-3 ( 精 裝 ) 

NT$320  

墊板小弟開學了/二宮由紀子文; 山

村浩二圖; 蘇懿禎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 10709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640-40-5 ( 精 裝 ) 

NT$300  

蜜蜂/克莉絲汀.霍爾(Kirsten Hall)文; 

伊莎貝爾 .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

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10708 .-- 48 面; 22X28

公分 .-- ISBN 978-986-96398-9-7 (精

裝) NT$380  

蜜蜜不愛梳頭髮/Liv Wan 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0709 .-- 48

面 ; 21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6293-4-8 (精裝) NT$280  

熊貓先生,你的心情好嗎?/史蒂夫.安

東尼文圖; 謝宗穎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1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74-413-0 (精

裝)  

熊貓先生,你喜歡什麼顏色?/史蒂夫.

安東尼文圖; 謝宗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709 .-- 1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74-414-7 

(精裝)  

遠離交通危險/巧巧兔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7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52-137-1 (精

裝) NT$250  

廣告顏料/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

書局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14-6451-0 (平裝)  

潛能開發找一找. 5, 世界傳統節慶/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光點, 10709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9077-34-7 (精裝)  

潛能開發找一找. 6, 探索各行各業/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光點, 10709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9077-35-4 (精裝)  

蝌蚪與青蛙/林治平著; 巧巧小橘頭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

懷, 10708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727-535-6 (精裝) NT$320  

蝌蚪與青蛙. 二/林治平著; 巧巧小橘

頭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

關懷, 10708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727-536-3 ( 精 裝 ) 

NT$320  

誰 發現了 我的紙 條 ?/莉茲 .博伊德

(Lizi Boyd)文.圖; 黃筱茵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709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79-518-5 (精裝) NT$320  

編織(簡體字版)/顏麗紅作; 蘇偉宇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9-7 (平裝)  

親子遊戲書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雲門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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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3666-9-5 (第 1 冊:精裝) NT$650  

歷史找找碴: 很久很久以前/法蘭西

斯.卡首爾圖; 阿曼達.伍茲文; 魏嘉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708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96340-8-3 (精裝) NT$480  

橋樑(簡體字版)/張嘉琳作; 孫基榮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48-1 (平裝)  

黏黏(簡體字版)/陳巧官作; 柯廷霖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49-8 (平裝)  

顏色語言: 我叫綠色(簡體字版)/張哲

銘作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0707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8-147-4 (平裝)  

寶貝內寮濕地: 基隆市環境教育繪本

徵選首獎作品/王巧甯, 林佑庭, 黃晟

嘉作 .-- 基隆市 : 基市府, 10708 .-- 48

面; 23X21 公分 .-- ISBN 978-986-05-

6503-4 (平裝)  

寶寶的物理光學/克里斯.費利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99-38-7 

(精裝) NT$250  

寶寶的物理學 ABC/克里斯.費利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冊 .-- 

ISBN 978-957-8799-36-3 (全套:精裝) 

NT$250  

寶寶的第一套乘物繪本/三浦太郎文.

圖; 謝依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710 .-- 冊 .-- ISBN 978-986-

211-850-4 (全套:平裝) NT$780  

寶寶的量子力學/克里斯.費利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99-35-6 

(精裝) NT$250  

寶寶的量子力學中英雙語繪本/克里

斯.費利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冊 .-- ISBN 978-957-8799-41-

7 (全套:精裝) NT$1500  

寶寶的量子糾纏/克里斯.費利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99-40-0 

(精裝) NT$250  

寶寶的量子資訊學/克里斯.費利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709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99-39-4 

(精裝) NT$250  

鐵三哪/米洛克瑪姬可文.圖; 李瑾倫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709 .-- 

32 面 ;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6778-0-6 (精裝) NT$320  

蠟筆/M. Àngels Comella 著; 三民書局

編輯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7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4-6454-1 (平裝)  

鹽(簡體字版)/張莉莉作; 朱家鈺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709 .-- 48 面; 25X27 公分 .-- ISBN 

978-986-458-157-3 (平裝)  

漫畫書 

12 生肖獸娘超全集: 獸娘的生活日

記/影★KAGE (DREAM Project)原案; 

戰部露原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0707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01-545-9 (平裝)  

élDLIVE 宇宙警探/天野明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7-5 

(第 10 冊:平裝) NT$180  

Basilisk: 櫻花忍法帖/山田正紀原作; 

シヒラ竜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2-9 (第 4 冊:平裝) 

NT$130  

Bye Bye-我曾深深愛過的你/世紀末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66-6 (平裝)  

Do race?服裝競賽師/OKAMA 作; 李

妮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3-6 (第 1 冊:平裝)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60-4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00  

Fate/Grand Order 漫畫精選集/TYPE-

MOON 原作; IsII 等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50-5 (第 4 冊:平裝)  

FEVER 熱病/李崇萍[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14-7 (第 2 冊:平裝)  

FINAL FANTASY LOST STRANGER 

最終幻想 失落的異鄉人/水瀬葉月原

作; 亀屋樹作畫; 王薇婷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26-1697-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1698-7 

(第 2 冊:平裝) NT$140  

Genocider 屠殺性狂徒/秋吉宣宏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4-3 (第 1 冊:平裝)  

GRANDBLUE 碧藍之海/井上堅二原

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3-4 (第 11 冊:平

裝) NT$130  

G 女子!/酉川宇宙作; 洪兆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5-0 

(第 1 冊:平裝)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鍵空

富燒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6-7 (第 3 冊:平裝)  

JOJO 的奇妙冒險 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61-1 (第 18 冊:平

裝) NT$100  

MIX/安達充原作; ALATA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9-8 

(第 12 冊:平裝)  

MOUNT POSITION 雙騎勢!/高城リ

ョウ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95-9 (平裝) NT$130  

MY HOME YOUR ONE ROOM/つき

づきよし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1-4 ( 平 裝 ) 

NT$130  

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ONE 原

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8-2 (第 17 冊:平

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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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House X 光室的奇蹟/横幕

智裕, 森泰士作; 江思翰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26-1663-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1664-2 

(第 6 冊:平裝) NT$140  

REAL ACCOUNT 真實帳號/オクシ

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31-1 (第 21

冊:平裝) NT$100  

ROBOTxLASERBEAM 機 器 人 的 雷

射高爾夫/藤卷忠俊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53-6 (第 6

冊:平裝) NT$100  

Stand Up!/山川愛兒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71-0 (第 4

冊:平裝) NT$100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ject 

Alicization/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

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7-5 (第 1 冊:平裝)  

T 老師暖暖保父日誌/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4-438-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4-439-0 

(第 5 冊:平裝)  

十: 忍法魔界轉生/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雅樹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1-2 (第 13 冊:平

裝) NT$130  

十二大戰/西尾維新原作; 暁月明漫

畫 ;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1-2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七大罪/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32-8 (第 33 冊:平

裝) NT$100  

人外 CP 目錄。/笹木あおこ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03-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1704-5 

(第 2 冊:平裝) NT$140  

小山內准教授的祕密 /楢崎狀太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57-4 (平裝)  

大上妹妹,暴露了心聲。/吉田丸悠作; 

王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83-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1584-3 (第 2 冊 :平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585-0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586-7 

(第 4 冊:平裝) NT$130  

三角窗外的夜色/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賴思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84-0 (第 6 冊:平裝) NT$130  

上海大少爺/黃熙文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辣, 10710 .-- 2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634-87-1 (平

裝) NT$800  

中了魔法的新學期/冰川京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68-7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1769-4 (第 2 冊:平裝) NT$100  

少女少年學級團/藤村真理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69-7 (第 8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670-3 

(第 9 冊:平裝) NT$100  

少女終末旅行/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60-4 (第 3 冊:平裝)  

天才麻將少女 立‐Ritz/大和田秀樹作; 

黃士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27-7 (平裝) NT$100  

天才麻將少女 怜-Toki/小林立原案; 

めきめき漫畫; 黃士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

26-1624-6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1625-3 (第 2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1626-0 

(第 3 冊:平裝) NT$105  

文武雙全/小跳步[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39-7 (平裝)  

王室教師海涅/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88-

8 (第 11 冊:平裝) NT$130  

不倫食堂/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65-9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666-6 

(第 7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667-3 (第 8 冊:平裝) NT$130  

牙鬥獸娘/隅田かずあさ作; 湯伊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61-1 (第 7 冊:平裝)  

友情界線 /佐久本あゆ作 ; 朱廷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2-0 (平裝)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 賴瑞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74-4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575-1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1576-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1577-5 

(第 4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1578-2 (第 5 冊:平裝) NT$100  

王牌酒保 a Tokyo/城安良嬉原作; 加

治佐修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10-8317-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318-6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319-3 (第 7 冊:平裝)  

火鳳燎原/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92 面; 12X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73-1 (第 63 冊:平裝)  

日輪征服!/タカヒロ原作; strelka 作

畫 ;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99-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700-7 (第 2 冊:平裝) NT$130  

札 月 家 的 小 杏 子 / 山 本 崇 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09-3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1608-6 (第 2 冊 :平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1607-9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610-9 

(第 4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1611-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1612-3 

(第 6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1613-0 (第 7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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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田谷症候群/本郷地下作; 郭名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70-6 

(平裝) NT$130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2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92-5 (第 9

冊:平裝) NT$100  

生命共享 /横槍メンゴ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41-3 

(平裝) NT$140  

他的雌雄同體獨佔慾 /花音千尋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0-3 (平裝)  

他的雌雄同體懷孕期 /花音千尋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4-829-7 (平裝)  

可愛的小笨蛋/文川じみ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4-5 

(平裝) NT$140  

幼稚園的王者/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62-8 (第 6 冊:平裝)  

石橋防衛隊(個人)/ウノハナ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67-

0 (平裝) NT$130  

老子是魔法少女/毛魂一直線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96-6 (上冊:

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1597-3 (下冊:平裝) NT$130  

在地下城隔壁開旅店的老爹/東谷文

仁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709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66-6 (第 2 冊:平裝)  

在地下尋找邂逅是否搞錯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矢樹貴作; 陳鈞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56-565-9 (第 6

冊:平裝)  

存在科學可能性的生物少女觀察日

記/KAKERU 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

26-1628-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629-1 (第 2 冊:平裝) 

NT$130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comic/平坂読, 

伊童, カントク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0-3 (第 6 冊:平裝) 

NT$140  

名偵探柯南 唐紅的戀歌/青山剛昌作;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冊 .-- ISBN 978-986-356-563-

5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56-

564-2 (下冊:平裝)  

多雲時晴愛相逢/水稀たま作;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1-4 (平裝)  

西遊筋: 唐山葬/OTOSAMA 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5-

8 (第 4 冊:平裝) NT$100  

伊藤潤二自選傑作集. II, 歪/伊藤潤

二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3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1623-9 (平裝) NT$210  

男子宿舍的玩具/菊の助作; 楊永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94-9 

(第 7 冊:平裝) NT$130  

吸血鬼馬上死/盆ノ木至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67-

3 (第 1 冊:平裝)  

我的人生 ,你的貓生 /春花媽 , Joz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7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87-35-9 (平裝)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2-9 

(第 19 冊:平裝) NT$100  

彷彿清新氣息 SIDE:A/永井三郎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592-8 (平裝) NT$130  

彷彿清新氣息 SIDE:B/永井三郎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593-5 (平裝) NT$140  

我和偶像同學的戀愛學分/水稀たま

作; 陳靖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1-3 (平裝)  

我是阿宅我驕傲/パカチャン作;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0-7 (平裝)  

我家的英雄/山川直輝, 朝基まさし

作 ;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79-

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580-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581-2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582-9 (第 4 冊:平裝) NT$130  

我們真的學不來!/筒井大志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0-

5 (第 7 冊:平裝) NT$100  

我與惡魔的結婚契約: 違約就吃掉你

/蝶羽攸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2-7 (平裝)  

估算錯誤的不幸戀愛故事/緒川千世

作 ;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19-2 (平裝) NT$130  

改變世界/南月ゆう作; 李晴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26-1770-0 (上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771-7 (下冊:平裝) 

NT$130  

別讓眼淚乾枯了/安堂ろめだ作; 小

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5-

2 (平裝) NT$140  

東方茨歌仙/ZUN 原作; あずまあや

漫畫; kinnsa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1-3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30  

怪物事變/藍本松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356-569-7 (第 2

冊:平裝)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5-0 

(第 14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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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好友是個傲嬌被虐狂/野花さお

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3-8 (平裝)  

弩級戰隊 HXEROS/きただりょうま

作 ;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4-3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05  

金魚妻/黒澤 R 作; 吳傳賢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0-5 (第 4 冊:平裝) 

NT$130  

花開物語/千田衛人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0-

3 (第 3 冊:平裝)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83-3 (第 1 冊:平裝)  

咕嚕咕嚕魔法陣. 2/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68-0 (第 3 冊:平裝)  

岸邊露伴一動也不動/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62-8 (第 2 冊:平裝) NT$120  

泡戀/水波風南作; 蔡雨璇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6-5 

(第 2 冊:平裝)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武內直子作; 呂

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10 .-- 冊 .-- ISBN 978-986-356-595-

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356-

596-3 (第 2 冊:平裝)  

美少年戲譚/かぐらひより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37-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1638-3 

(第 2 冊:平裝) NT$140  

前不良爸爸與小綿羊老師/水稀たま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2-1 (平裝)  

盾之勇者成名錄/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藍屋球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

1689-5 (第 10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1690-1 (第 11 冊:平

裝) NT$105  

紅色閃電/屋宜知宏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84-0 

(第 1 冊:平裝)  

重版出來!/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71-0 (第 10 冊:平裝)  

政宗君的復仇/竹岡葉月原作; Tiv 漫

畫; 花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86-4 (第 10 冊:平裝) NT$110  

約定的夢幻島/白井カイウ, 出水ぽ

すか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2-0 (第 10 冊 :平裝 ) 

NT$100  

流星花園 Next Season/神尾葉子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16-8 (第 10 冊:平裝) NT$100  

皇帝聖印戰記/四葉真, 水野良, 深遊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15-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616-1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617-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618-5 

(第 4 冊:平裝) NT$130  

流浪神差/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26-7 (第 19

冊:平裝) NT$100  

春原莊的管理人/ねこうめ作; 李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20-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621-5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622-2 (第 3 冊:平裝) NT$130  

帝都初戀心中/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74-

834-1 (第 2 冊:平裝)  

保健室的影山同學/天乃忍作; 李芝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06-2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605-5 

(第 1 冊:平裝) NT$100  

香菸子/ひみつ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26-1600-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601-7 

(第 2 冊:平裝) NT$130  

食戟之靈/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

紀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48-2 (第 30 冊 :平裝 ) 

NT$100  

夏至秋時: 被遺忘的青春/蝦米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7-

2 (第 1 冊:平裝)  

神明☆達令/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5-1 (第 5 冊:平裝)  

真空包裝 !/橫槍メンゴ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7-4 

(第 6 冊:平裝) NT$130  

捉迷藏 HONEY/鳶田瀬ケビン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03-1 (平裝) NT$130  

秘密 xxx/日ノ原巡作; J.Z 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72-4 ( 平 裝 ) 

NT$100  

純情娼年/すなこ作; 吳美嬅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1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33-8 (平裝) 

NT$140  

海盜戰記 VINLAND SAGA/幸村誠

作 ;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33-5 (第 21 冊 :平裝 ) 

NT$100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5-1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浪漫: 山本崇一朗短篇集/山本崇一

朗作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40-6 (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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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上等/森世作; 李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94-2 ( 平 裝 ) 

NT$140  

討厭啦討厭?/文川じみ作 ;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6-9 

(平裝) NT$140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28-1 (第 122

冊:平裝) NT$100  

閉上眼睛也能看見光/丸木戸マキ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571-3 (平裝) NT$130  

從心開始愛 /上田にく作 ; 鄭湘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7-6 (平裝)  

終末的後宮/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56-7 (第 6 冊:平裝) NT$140  

異世界藥局/高山理図原作; 高野聖

漫畫; 大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

564-451-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57-564-452-9 (第 2 冊:平裝)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47-5 (第 7 冊:平裝) NT$100  

御伽草子: 頑皮老虎的狩獵法/つく

だ仁南, 山田ウメ作; 黃詩婷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8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569-0 (平裝) 

NT$130  

彩虹的憐惜 /青木琴美作 ;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05-2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706-9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1707-6 (第 3 冊:平裝) NT$100  

情書: 山本崇一朗短篇集/山本崇一

朗作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9-0 (平裝) NT$130  

異能迷宮/山田 J 太作; 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90-1 

(第 1 冊:平裝)  

排球少年/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68-0 (第 32

冊:平裝) NT$100  

排球少年/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14-4 (第 33

冊:平裝) NT$100  

教 殺 守 則 !!TEACHER AND 

KILLER/TALI 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56-588-8 (第 1

冊:平裝)  

球詠/マウンテンプクイチ作; 沈嘉

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85-7 (第 1 冊:平裝)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 弁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91-8 (第 15 冊:平裝)  

從雲端開始愛. 第七集: 東京篇/艾兒

莎, 文信, 馬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12-2-3 ( 平 裝 ) 

NT$280  

從雲端開始愛. 第八集: 東京篇/艾兒

莎, 文信, 馬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7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12-3-0 ( 平 裝 ) 

NT$280  

莽撞 HONEY/鳶田瀬ケビン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8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99-

7 (平裝) NT$130  

梵諦岡奇蹟調查官 /日野杏寿漫畫; 

藤木稟原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91-8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晨曦公主/Mizuho Kusanagi 作; 黃依

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37-

3 (第 27 冊:平裝) NT$100  

喵一聲就愛上你/晴屋うまこ作; 李

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89-

8 (平裝) NT$140  

超人力霸王 ULTRAMAN/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成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87-1 (第 12 冊:平

裝) NT$120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30-4 

(第 8 冊:平裝) NT$100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安部真弘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2-7 (第 2 冊:平裝)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9-9 

(第 17 冊:平裝) NT$100  

童年玩伴是我的英雄!/水稀たま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36-9 (平裝)  

無邪氣樂園/雨蘭作; 吳傳賢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83-3 (第 13

冊:平裝) NT$130  

開始成為粉紅系男孩。/池ジュン子

作 ; 黃詩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95-

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1696-3 (第 2 冊: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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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56-7 (第 16 冊:平裝)  

黑夜遊行/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45-1 (第 3

冊:平裝) NT$130  

森海領域的噬龍者/広橋進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94-9 (第 1 冊:平裝)  

最高機密 season0/清水玲子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82-

6 (第 7 冊:平裝) NT$150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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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93-2 (第 11 冊:平裝)  

黑執事/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6-5 (第 27 冊:平

裝) NT$100  

無常鬼/Nof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尼曼數位科技, 10709 .-- 20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343-2-8 (第 3

冊:平裝)  

萌萌天狗降臨了/久世蘭作; 蔡孟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72-0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1573-7 

(第 2 冊:平裝) NT$100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

著/小鳩万理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0708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74-835-8 (第 6

冊:平裝)  

就算這樣,還是喜歡你,笠原先生/お

まる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32-1 (平裝) NT$140  

喧嘩鬥技場 Rankers High/中島諒作;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92-5 (第 2 冊:平裝)  

黑貓男友的步行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3-4 (第 1 冊:平裝)  

黑幫老大豢養中/佐崎いま, 高瀬ろ

く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

564-434-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57-564-435-2 (第 2 冊:平裝)  

進擊的巨人/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23-6 (第 26

冊:平裝) NT$100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諫山創原

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4-3 (第 15 冊:平

裝) NT$105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三浦忠弘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46-8 (第 11 冊:平裝) NT$100  

零度領域/貓邏原作; D2 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8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04-8 (第 10 冊:平

裝)  

愛哭鬼與大野狼/夕倉アキ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88-1 

(平裝) NT$130  

愛情也可以從 SEX 開始嗎/千依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10-6 (平裝) NT$100  

極彩之家/びつけ作; 李芝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93-2 (第 4

冊:平裝) NT$130  

鼓脹的水球/赤星ジェイク作; 澤野

凌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602-4 

(平裝) NT$130  

話說,可以來一次嗎?/大槻ミゥ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30-7 (平裝) NT$130  

煉獄死亡遊戲/河本ほむら原作; 吉

村英明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4-448-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4-449-9 (第 2 冊:平裝)  

愛與誠/森世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598-0 ( 平 裝 ) 

NT$140  

暗影下的戀情/たつもとみお作; 志

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4-443-

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4-

444-4 (第 2 冊:平裝)  

愛麗絲樂園/ひるの つき子作; 趙聖

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2-

7 (第 3 冊:平裝) NT$100  

新蠟筆小新/臼井儀人, UY スタジオ

作 ;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709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7-2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30  

熊西美術部的素描學姊 /おにお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01-4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1702-1 (第 2 冊:平裝) NT$100  

與你同在若葉寮/佐久本あゆ作; 朱

廷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0-6 (平裝)  

銀河英雄傳說 /藤崎竜作 ; 沈嘉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74-1 (第 5 冊:平裝)  

辣妹飯/太陽まりい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44-4 (第 4

冊:平裝) NT$130  

與神同行/周浩旻作; 詹湘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674-0-1 (全套:

盒裝)  

圖書館戰爭 LOVE&WAR. 別冊篇/弓

黃色, 有川浩作; 尤靜慧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81-9 (第 6 冊:平裝) 

NT$100  

槍械少女!!/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446-8 (第 9 冊:平裝)  

漫畫大霹靂復刻典藏版 /鄭問編繪; 

黃玉郎監製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霹

靂國際整合行銷 , 10709 .-- 冊  .-- 

ISBN 978-986-96802-0-2 (全套:平裝) 

NT$3400  

摧毀双亡亭/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78-9 

(第 9 冊:平裝) NT$100  

熊愛蜂蜜/白石由希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1-

0 (第 3 冊:平裝)  

銀魂/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13-7 (第 74 冊:平

裝) NT$100  

暢 銷 作 假 雪 乃 !/ て り て り お 作 ;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3-4 (第 1 冊:平裝)  

精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劇場版)/

鷹岬諒作;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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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青文, 10709 .-- 冊 .-- ISBN 978-

986-356-581-9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56-582-6 (下冊:平裝)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

短篇原創大賞得獎作品集. 2018 第

七屆/杜書毓, 游傳盛文字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開拓動漫, 107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1-0-2 (平裝) NT$250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

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658-1 (第 10 冊:平裝) NT$105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27-4 (第 6 冊:平裝) NT$100  

請多指教,喵!/春花媽, Jozy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7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587-36-6 (平裝)  

賠命金/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2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74-1 (第 4

冊:平裝) NT$14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童樂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707 .-- 冊 .-- ISBN 

978-986-452-139-5 ( 全 套 : 平 裝 ) 

NT$5000  

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TYPE-

MOON 原作; TAa 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564-

453-6 (第 2 冊:平裝)  

憂國的莫里亞蒂/コナン.ドイル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49-9 (第 6 冊:平裝) 

NT$105  

慾望與湯/梶本潤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89-

5 (平裝)  

樂園監獄 獄警的工作日誌/有賀照人

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6-5 (第 1 冊:平裝)  

緹歐-THEO/あおのなち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66-3 

(平裝) NT$140  

魅魔小姐的工作初體驗/しの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64-9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

1765-6 (第 2 冊:平裝) NT$140  

貓,請多指教/春花媽, Jozy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587-38-0 (全套:

平裝) NT$480  

融化/加東セツコ作; 鍾明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7-2 

(平裝)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34-2 (第 7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1735-9 

(第 8 冊:平裝) NT$13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赤岸 K, 江口連, 雅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冊 .-- ISBN 

978-957-26-1590-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1591-1 

(第 2 冊:平裝) NT$130  

親吻荊棘/如月緋色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42-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1643-7 

(第 2 冊:平裝) NT$100  

戰武傳奇/真刈信二作; 風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00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86-

4 (第 2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矢立

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679-6 (第 1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

1680-2 (第 12 冊:平裝) NT$140  

選擇時刻/群千キリ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1655-0 (第 3

冊:平裝) NT$100  

擬似戀愛/まさお三月作; 和靜清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

578-9 (平裝)  

薔薇王的葬列 /菅野文作 ; 王薇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85-7 

(第 10 冊:平裝) NT$100  

織 田 肉 桂 信 長 / 目 黑 川 う な 作 ;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6-580-2 (第 1 冊:平裝)  

薩姆蘭 1945/小林源文作 ; 許嘉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707 .-- 

14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156-8-6 (平裝) NT$420  

覆面系 NOISE/福山遼子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38-0 

(第 16 冊:平裝) NT$100  

獵鬼士/梶本ユキヒロ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56-579-

6 (第 1 冊:平裝)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 尼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 

10709 .-- 冊 .-- ISBN 978-986-96812-0-

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96812-1-6 (第 7 冊:平裝) NT$180  

藥味忍法帖/樹下次郎作; 環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爪印出版, 10705 .-- 

冊 .-- ISBN 978-986-95102-8-8 (第 1

卷: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95102-9-5 (第 2 卷: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96723-0-6 (第 3 卷:平裝) 

NT$270  

藥味忍法帖/樹下次郎作; 環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爪印出版, 10708 .-- 

10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723-1-3 (第 4 卷:平裝) NT$270  

艦隊 Collection4 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 K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4-454-3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4-455-0 (第 9

冊:平裝)  

魔女的深夜通話 /保谷伸作 ;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709 .-- 

160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986-

356-587-1 (第 1 冊:平裝)  

櫻井芽衣的改造法/福島春佳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冊 .-- ISBN 978-957-26-1708-3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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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1709-0 (第 2 冊:平裝) NT$100  

魔法少女通緝中!/Gene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474-828-0 (平裝)  

櫻花少年戀愛了/野花さおり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587-4 (平裝) NT$130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來訪者篇/佐

島勤原作; マジコ!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36-6 (第 5

冊:平裝) NT$130  

聽見向陽之聲-limit/文乃ゆき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288-2 (第 1 冊:平裝)  

戀情投降 戀愛遊戲/朝谷コトリ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708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74-838-9 (平裝)  

靈異教師神眉 NEO/真倉翔原作; 岡

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659-8 (第 15 冊 :平裝 ) 

NT$100  

鑽石王牌 act2/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1729-8 

(第 13 冊:平裝) NT$100  

小說及雜文 

七星降靈學園的惡魔. 5, 嫉妒之刃/

田口仙年堂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9-5 ( 平 裝 ) 

NT$200  

九陽神王/銀色天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7 .-- 冊 .-- ISBN 

978-986-501-519-0 (第 12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86-501-527-5 

(第 1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86-501-528-2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01-529-9 

(第 15 冊:平裝) NT$170  

九極戰神/少爺不太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97-9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484-985-7 (第 23

冊:平裝)  

大劫主/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06-9 (第 15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07-6 

(第 1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08-3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09-0 

(第 1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10-6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70  

大道之行/趙復興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22-6 (EPUB) 

NT$540  

中了 40 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

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 呂郁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1-0 

(第 6 冊:平裝) NT$200  

心中有鬼/琳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79-025-7 (EPUB) 

NT$250  

心中有歌/胡夢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79-014-1 (EPUB) 

NT$250  

日本八路/劉國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29-5 (EPUB) 

NT$190  

太古星辰訣/陸摇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69-4 (第 46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70-0 

(第 4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71-7 ( 第 4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72-4 

(第 49 冊:平裝) NT$170  

日安，淺島成人禮/藍碎碎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89-1 (EPUB) NT$190  

不如不遇傾城色/傾藍紫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19-1 

(EPUB) NT$328  

月光島之淪落的五課/藍揚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54-0 (第 1

冊:平裝) NT$200  

不死神凰/寫字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21-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22-8 (第 20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12-7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13-4 

(第 22 冊:平裝)  

日光傾城/張塵舞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82-2 (EPUB) 

NT$180  

不死道祖/仙子饒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3-888-7 (第

44 冊:平裝)  

日光微暖愛傾城/清幽淡雅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39-4 (EPUB) NT$190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563-863-4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64-1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24-2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93912-9-0 

(第 10 冊:平裝)  

丹武霸主/瘋狂的馬大鍋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35-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36-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37-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

938-9 (第 4 冊:平裝)  

月亮河/非攻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24-5 (EPUB) NT$350  

天界戰神/笑南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63-889-4 (第 58

冊:平裝)  

天界戰神/笑南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84-219-3 (第 59

冊:平裝)  

天師問道/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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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01-543-5 (第 2 冊:平

裝) NT$190  

天隕/重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

807-956-4 (第 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57-1 (第 7 冊:平裝) 

NT$170  

月圓之日的修車人/華穎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09-7 

(EPUB) NT$250  

幻想之翼/陸楊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15-3 (EPUB) 

NT$180  

丹道宗師/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07-953-3 

(第 69 冊:平裝) NT$170  

天道圖書館/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4-581-1 

(第 72 冊:平裝)  

心緣/吳梅鮮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92-1 (EPUB) 

NT$200  

文壇硬漢海明威/熊偉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85-3 

(EPUB) NT$250  

天驕戰紀/蕭瑾瑜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29-8 (第 10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30-4 

(第 1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31-1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32-8 

(第 1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33-5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70  

台中自遊散策/黃曼寧編輯 .-- 初版 .-

- 臺中市 : 全球新聞, 107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892-61-6 (PDF) 

NT$200  

左手實現了右手的夢想 /清山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8-3 (EPUB) NT$260  

古寺鐘鼓聲/張記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61-5 (EPUB) 

NT$180  

仙武都市/月藏鋒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96-2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18-1 (第 23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28-8 (第 24

冊:平裝)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花間燈作; 吳天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2-7 (第 3 冊:平裝) 

NT$200  

只為與你途中相遇/魯小莫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13-9 

(EPUB) NT$250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63-854-2 (第

36 冊:平裝)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94-8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16-7 (第 38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26-4 (第 39

冊: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563-927-3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28-0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34-9 (第 7 冊:平裝)  

再見雨季/古麗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373-3 (EPUB) 

NT$450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地

藏菩薩本願經/鳩摩羅什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有願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1961-5-4 (卷上:平裝) 

NT$120 .-- ISBN 978-986-91961-6-1 

(卷中:平裝) NT$120 .-- ISBN 978-986-

91961-7-8 (卷下:平裝) NT$120  

名偵探福爾摩斯/亞瑟.柯南.道爾原

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0709 .-- 冊 .-- ISBN 978-957-8640-42-

9 (全套:平裝)  

至尊守護/九宮格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45-8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46-5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47-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48-9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49-6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80  

至尊武帝/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01-540-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541-1 

(第 5 冊:平裝) NT$180  

至尊黑醫/一世風流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0709 .-- 24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5-7 (第 2 冊:平裝) 

NT$200  

任爾東西南北風: 許淵沖中外經典譯

著前言後語集錦/許淵沖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72-6 

(EPUB) NT$799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47-2 (第 15 冊:平裝) NT$200  

全職鬼皇/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563-865-8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84-9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25-9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10-3 (第 9

冊:平裝)  

吞天主宰/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16-8 (第 2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57-807-917-

5 (第 2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57-807-918-2 (第 27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19-9 

(第 28 冊:平裝) NT$180  

妙手透視小神醫/道門弟子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24-4 (第 26 冊:平裝) NT$170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金英夏著; 薛

舟, 徐麗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288-4 (EPUB) NT$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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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五, 解放刑天.

東京大逃亡/西半球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89-522-0 (平裝) 

NT$398  

我是仙凡/百里璽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11-3 (第 13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12-0 

(第 14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13-7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14-4 

(第 1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15-1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7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77-1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91-7 (第 50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14-3 (第 5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24-0 

(第 52 冊:平裝)  

快雪時晴/劉鐵騮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327-6 (EPUB) 

NT$350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8-8 (第 11 冊:平

裝) NT$200  

妙醫仙緣/三少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22-9 (第 53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23-6 

(第 54 冊:平裝) NT$170  

妙醫鴻途/煙斗老哥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86-3 (第 63 冊:平裝) .-- 

ISBN 978-986-484-693-1 (第 64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25-7 (第 65

冊:平裝)  

改變帶來醫治/亨利.克勞德作; 顧美

芬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521-67-6 (EPUB)  

花之姬綺譚/花鈴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1-508-4 (第 3

冊:平裝) NT$240  

征服世界的女僕們/呆萌狸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16-9 (第 4 冊:平裝) NT$240  

非典型浪漫/徐德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57-3 (EPUB) 

NT$260  

武逆/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890-1 (第 90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891-8 

(第 9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892-5 ( 第 92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893-2 

(第 93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894-9 ( 第 94 冊 : 平 裝 ) 

NT$170  

武神主宰/紫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34-2 ( 第 4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35-9 

(第 5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36-6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80  

東莞夢工廠/劉大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31-3 (EPUB) 

NT$380  

阿斯嘉特武皇戰記. 1, 神槍光姬與霸

刃隨從/鏡遊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2-6 ( 平 裝 ) 

NT$200  

長溝流月/李之漢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57-8 (EPUB) 

NT$320  

武魂養成手冊/浮兮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01-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23-5 (第 9 冊:平裝)  

星.紀.原: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獲獎

作品集. 第四屆/董仁威, 姚海軍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47-4 (EPUB) NT$520  

界王重生/超級肥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1-531-2 (第 8

冊:平裝) NT$170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5, 

浸淫虛榮的村民/木塚ネロ作; 黃健

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4-

1 (平裝) NT$200  

重生藥王/賊公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898-7 (第 34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899-4 

(第 35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00-7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70  

俏佳人榮寵記/陳雲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29-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30-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31-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

932-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

563-933-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57-563-934-1 (第 6 冊:平裝)  

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開始強

大而愉快的第二輪遊戲 /新木伸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50-2 (第 2 冊:平裝) NT$200  

洪荒仙帝/煙火聽月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1-542-8 (第 2

冊:平裝) NT$180  

帝師重生/今非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1-523-7 (第 30

冊:平裝) NT$170  

皇家庶媳/蘇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563-867-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68-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69-6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870-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71-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

872-6 (第 6 冊:平裝)  

紅髮安妮/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姚

遙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9-0 (EPUB) NT$380  

帝霸/厭筆蕭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62-5 ( 第 16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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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57-807-964-9 (第 166 冊:平裝) 

NT$180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1-535-0 (第 5 冊:平裝) 

NT$190  

凌天神帝/君天帝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15-0 (第 34

冊:平裝)  

修仙十萬年/豬哥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01-536-7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537-4 

(第 5 冊:平裝) NT$180  

神門/薪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

807-920-5 (第 7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21-2 (第 72 冊:平

裝) NT$170  

神武天域/七月火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54-0 (第 51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55-7 

(第 52 冊:平裝) NT$170  

修真聊天群/聖騎士的傳說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79-5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95-5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

917-4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

986-484-706-8 ( 第 39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57-760-027-1 (第 40 冊:平

裝)  

神道丹尊/孤單地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24-3 (第 14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25-0 

(第 15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26-7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27-4 

(第 1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28-1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70  

修煉狂潮/傅嘯塵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63-890-0 (第 70

冊:平裝)  

修煉狂潮/傅嘯塵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484-525-5 (第 7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23-3 (第 72 冊:平

裝)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61-

8 (第 10 冊:平裝) NT$200  

神墟/桃花劍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1-530-5 (第 10 冊:

平裝) NT$170  

從 Lv2 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

著悠哉異世界生活 /鬼ノ城ミヤ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60-1 (第 1 冊:平裝) NT$200  

庶女升職記/一箋清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03-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04-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05-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

906-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

563-907-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57-563-908-2 (第 6 冊:平裝)  

寄生蟲/夜光花作; 吳苾芬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1-9 (第 3 冊:平裝) 

NT$200  

混血孤兒院: 神祕的捕歌器/米拉.巴

爾托克(Mira Bartok)著;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742-4-9 

(EPUB) NT$380  

這段感情只對你我有意義/涼月滿天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56-6 (EPUB) NT$250  

異常生物見聞錄/遠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926-6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11-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33-2 

(第 8 冊:平裝)  

透視小村醫/飛蛾撲向水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65-6 (第 17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66-

3 (第 1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67-0 (第 19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68-7 

(第 20 冊:平裝) NT$170  

執掌天下/阿拉丁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760-014-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15-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60-016-5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17-2 

(第 4 冊:平裝)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冬原

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6-5 (第 11 冊 :平裝 ) 

NT$200  

終極戰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74-0 (第 84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02-0 (第 85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12-9 (第 86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80-1 

(第 87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

022-6 (第 88 冊:平裝)  

聊齋志異【一至五冊盒裝版】/蒲松

齡著; 曾珮琦編撰; 尤淑瑜繪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708 .-- 冊 .-- 

ISBN 978-986-178-466-3 (全套:平裝) 

NT$1500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1, 與增

加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

活/星崎崑作; 簡廷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5-8 ( 平 裝 ) 

NT$200  

黑手黨的榮耀/群魔亂舞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7-1 (第 1 冊:平裝) 

NT$200  

註冊陰陽師. 卷二: 筆仙.趕屍人家/丁

十七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23-7 (平裝) NT$398  

超級升級王/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01-533-6 (第 1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534-3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01-546-6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547-3 

(第 14 冊:平裝) NT$180  

超級怪獸工廠/匣中藏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19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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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 ISBN 978-957-563-892-4 

(第 45 冊:平裝)  

超級領主/隱為者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83-2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900-6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3922-3-5 (第 10

冊:平裝)  

超神機械師/齊佩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78-8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93-1 (第 2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484-695-5 (第 30

冊:平裝)  

開啟一扇靈動之窗,讓我們一次次感

動的故事/陳書凱編著 .-- 臺北市 : 德

威國際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756-85-7 (PDF) 

NT$250  

最強紈褲/夏日易冷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571-8 (第 9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21-9 (第 94 冊:平

裝)  

最強神醫混都市/九歌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01-520-6 (第 39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01-521-

3 (第 40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01-522-0 (第 41 冊 :平裝 ) 

NT$170  

黑道少女 VS 男子學園/唯伊說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

512-1 (第 7 冊:平裝) NT$250  

超維術士/牧狐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

986-501-538-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539-8 

(第 5 冊:平裝) NT$180  

無敵煉藥師/憤怒的薩爾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98-6 (第 19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20-4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57-760-032-5 

(第 21 冊:平裝)  

電波少女的七大不可思議/無胥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56-4 (第 1

冊:平裝) NT$200  

聖武星辰/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57-563-899-3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3922-1-1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3922-2-8 

(第 13 冊:平裝)  

想紅/阿樂作 .-- 初版 .-- 彰化縣 : 可

澄音樂文創,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65-1-3 (精

裝附光碟片) NT$650  

極品小神醫/EX 咖哩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01-4 (第 37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02-

1 (第 3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07-903-8 (第 39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904-5 

(第 40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905-2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70  

極品天醫/端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冊 .-- ISBN 978-

986-501-525-1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01-526-8 

(第 20 冊:平裝) NT$170  

極品玄醫/鐵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

957-563-887-0 ( 第 63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57-563-309-7 (第 64 冊:平

裝)  

萬界邪王/勝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50-2 ( 第 7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51-9 

(第 7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52-6 ( 第 79 冊 : 平 裝 ) 

NT$180  

弒神英雄與七大誓約/ウメ種作; 劉

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62-5 (第 3 冊:平裝) NT$200  

極道天帝/謀局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1-532-9 (第 6 冊:平

裝) NT$170  

極道天魔/滾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7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1-544-2 (第 2 冊:平

裝) NT$180  

蜂舞/貓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1-510-7 (第 12 冊:平

裝) NT$249  

蒼穹之上/石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58-8 ( 第 2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59-5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60-1 ( 第 2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61-8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7, 淫獄之宴 

宴之終局/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1748-9 (平裝) 

NT$200  

精靈幻想記. 10, 輪迴的勿忘草/北山

結莉作; 劉哲琪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49-6 (平裝) NT$200  

廢土崛起/寶石貓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07-937-3 (第 39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38-0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39-7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40-3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41-0 ( 第 43 冊 : 平 裝 ) 

NT$180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6: 精靈族公主成為夥伴了,就以世界

和平為目標吧。/刈野ミカタ作; 林

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1743-4 (平裝) NT$200  

龍王的工作!/白鳥士郎作 ;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1763-2 

(第 8 冊:平裝) NT$200  

謀生記/宇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44-3 (EPUB) NT$250  

濟世鬼醫/五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942-7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07-943-4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07-944-1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關於我成為遊戲病毒這件事,我感到

非常抱歉/南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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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燕文創, 10708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1-503-9 (第 2 冊:平

裝) NT$240  

爆音聯盟/吾名翼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709 .-- 24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26-1753-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懶神附體/君不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563-857-3 (第 25 冊:平裝) .-- 

ISBN 978-957-563-881-8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563-919-8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484-939-0 

(第 28 冊:平裝)  

靈劍尊/雲天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

957-807-895-6 ( 第 5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07-896-3 

(第 5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07-897-0 ( 第 60 冊 : 平 裝 ) 

NT$170  

福爾摩斯與 13 個謎/亞瑟.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著 ; 程道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638-6-1 

(EPUB) NT$200  

德古拉/布蘭姆.史鐸克(Bram Stoker)

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638-7-8 (EPUB) NT$260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小說選/傑克.

倫敦(Jack London)著 ; 劉曉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638-5-4 

(EPUB) NT$240  

其他 

123 easy teaching/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 新竹縣 : 黃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5759-8 

(PDF)  

123 easy teaching, Book 2,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 新竹縣 : 黃

昱之,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58-1 (PDF)  

温度感覚語彙の歷史的研究/蔡欣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7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80-9-6 (平裝) NT$400  

学校から職業へのトランジション

の変容 : キャリア教育.キャリア支

援の実践と課題/董莊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致良, 10708 .-- 23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32-

6 (平裝) NT$360  

A taste of cosmopolitan/Cosmo 

Restaurant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 10709 .-- 256 面; 22X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409-8 (精裝)  

An integrated study on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for mobile modules/陳玉鈴

著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707 .-- 48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16-8-2 (平裝) NT$680  

An interesting and reliable approach to 

learn physics/writer Chien-Hen Chou .-- 

臺北市 : 海峽前鋒文化, 107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717-0-

5 (平裝)  

Cleopatra: the advanture of a 

princess/writer Freeman Kao .-- 臺北

市 : 敦煌, 10708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44-7 (平裝)  

English for work/Gillian Flaherty, James 

Bea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709 .-- 108 面; 22X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831-9 (平裝) NT$320  

English power-on. 2: building 

vocabulary & reading skills/Shara 

Dupuis, Felix Norman, Zachary 

Fillingham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 10708 .-- 200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717-2 (平裝

附光碟片)  

Harmony dish flower/written & 

translated by Allison Chia Yi Li .-- 臺北

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709 .-- 46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6089-80-

0 (平裝) NT$700  

Howdy student book/authors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0708 .-- 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554-9-1 (第 9

冊:平裝)  

iCIMKC2018 第十四屆創新、管理與

知識社群國際研討會論文輯/蔡敦仁

等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

大學, 10706 .-- 冊 .-- ISBN 978-986-

96436-4-1 (全套:平裝)  

IFRSs 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

業財務比率. 107 年版(106 年度)/張

國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徵

信, 10708 .-- 224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78-61-1 (光碟片) NT$600  

Kids love phonics. 5, the short vowels 

Aa,Ee & Ii/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07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745-0-8 (平裝附光碟片)  

Kids love phonics. 6, the short vowels 

Oo & Uu/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 

107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4684-9-7 (平裝附光碟片)  

Linda Lin: L'Art de cultivar les grains 

de bonsaï/林惠蘭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709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046-3-5 

(精裝) NT$1200  

Linda Lin: the art of seed bonsai/林惠

蘭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

創, 10709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046-4-2 (精裝) NT$1200  

Message in a bottle/text.illustration 

Stephanie Cheung .-- 新北市 : 竹圍工

作室, 10707 .-- 1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2680-2-8 (平裝)  

Move on!: grammar and usage. 2/Su-O 

Lin, David Doyle[作] .-- 臺北市 : 櫻桃, 

10708 .-- 88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7126-56-6 (平裝附光碟片)  

New iFUN Book. 5/ .-- 臺中市 : 堂奧

圖書, 10708 .-- 32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96271-5-3 (平裝附光碟

片)  

Our faith journey to love/by Lydia Lin, 

Greg Hillendahl .-- 臺北市  : 天恩 , 

10708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277-263-8 (平裝)  

Proceeding of Asia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ACEAI)/ .-

- 臺北市 : Higher Education Forum, 

10708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654-54-2 (平裝)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ICSSM)/ .-- 臺北市 : Higher Education 

Forum, 10708 .-- 1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654-55-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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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papers: e-

manufacturing & design collaboration 

symposium. 2018/ .-- 新竹縣 : 臺灣半

導體產業協會, 10709 .-- 55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1715-4-0 (光碟

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 xxl glossar 

Deutsch-Chinesisch 德中對照字彙本/

陳麗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敦煌, 

10708 .-- 5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45-4 (平裝)  

Study fun/executive editor Lydia Tsai .-- 

1st ed. .-- 臺北市  : 門得揚科技 , 

10707 .-- 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94594-8-8 (第 8 冊:精裝附光碟片)  

Technology exploration for voice over 

long-term evolution (volte) in the 5G 

era/Yu-Hui Wang 作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 10707 .-- 68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716-1-3 (平裝) 

NT$420  

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Cheng Shiu 

University 2018/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

修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編著 .-- 高雄

市 : 正修科大, 10708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89-62-9 (平裝

附光碟片)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stume 

congress/edited by Chun-Yueh Mou .-- 

臺中市 : 中華服飾學會, 10708 .-- 83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82694-9-1 (平裝)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stume congress 

art-to-wear exhibition/edited by Chun-

Yueh Mou .-- 臺中市 : 中華服飾學會, 

10708 .-- 6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82694-8-4 (平裝)  

The 8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ject 

briefing/editor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 新竹市 : 中華系統性創

新學會, 10707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80-6-1 (平裝)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gram 

brochure/editor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 新竹市 : 中華系統性創

新學會, 10707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80-7-8 (平裝附光碟

片)  

The brave Jeff/translated & written by 

Allison Li, Faya Kuo, Ann Lin .-- 臺北

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708 .-- 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089-79-

4 (平裝) NT$510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3A: endgame introduction 

& endgame tabia 1/Jim Png Hau Cheng, 

Vincent Chai Wen Xuan[ 作 ] .-- 1st 

ed. .-- 新北市 : 方浩鑒, 10707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9-

9 (平裝)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3B: endgame tabia 2/Jim 

Png Hau Cheng, Vincent Chai Wen 

Xuan[作] .-- 1st ed. .-- 新北市 : 方浩

鑒, 10707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5820-5 (平裝)  

W21 writing for 21st century kid (future 

and perfect tenses)/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 臺北市 : 敦煌, 10708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

847-8 (平裝)  

Where 旅遊味: 超質感旅店假期/劉建

德總編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 

10708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6793-0-5 (平裝)  

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理論と実践: キ

ャリア教育としてのインターンシ

ップの効果/董莊敬著 .-- 新北市 : 尚

昂文化, 10708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20-84-1 ( 平 裝 ) 

NT$320  

一本書玩轉互聯網品牌營銷/海天電

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67-9 (EPUB) 

NT$450  

一本書讀懂互聯網金融(第 2 版)/陳

國嘉編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491-4 (EPUB) NT$598  

一本書讀懂物聯網 /黃建波編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7-4 (EPUB) NT$598  

一本書讀懂虛擬現實/劉向東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95-5 (EPUB) NT$498  

一位身披袈裟的科學家: 僧一行的故

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5-0 (EPUB) 

NT$115  

一線入魂: 石井義人作品集/楊青芬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宇達特文創, 

10708 .-- 60 面; 20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070-3-0 (平裝) NT$900  

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 /黃種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009-1 

(EPUB) NT$600  

十二年國教暨 108 課綱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胡憶蓓等編輯 .-- 臺中市 : 靜

宜大學, 10707 .-- 1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26-4-2 (平裝)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六編/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485-467-7 (全套:精裝) NT$13000  

人生畫遊: 陳前民紀念回顧展/李欽

賢策展; 李樂蓉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尊彩國際, 10708 .-- 108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5903-7-2 (精裝)  

*人生智慧錦囊 : 六龍御天/張煥松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張煥松 , 

10706 .-- 34 面; 15X24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1-1 (平裝) NT$450  

丁酉臺灣書法年展作品集/柯有澤執

行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書學會 , 

10707 .-- 2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87225-9-0 (平裝)  

八素書藝: 徐旭陽書法作品集/徐旭

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徐旭陽, 

107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87-1 (平裝)  

人際關係占星全書: 96 種日常情境 

X 12 星座溝通攻略/蓋瑞.高史奈德

(Gary Goldschneider)著; 吳妍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001-67-0 

(EPUB) NT$448  

山.靈.敬: 回返祖靈智慧的人間淨土

展覽手冊/王彬全執行編輯 .-- 新北

市 : 宗博館, 10707 .-- 80 面; 18X24 公

分 .-- ISBN 978-986-90545-4-6 (平裝) 

NT$350  

女人芬芳/楚婉苓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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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563-987-7 (EPUB) 

NT$250  

小心!男人就這樣騙你 /蘭心 , 羅剛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63-1 (EPUB) NT$250  

小公主: 莎拉公主原著小說/法蘭西

絲.H.勃內特作; 楚茵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前景文化, 107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36-71-7 

(平裝) NT$250  

大文學家的創作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39-6 (EPUB) NT$250  

千古一帝秦始皇/華斌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55-6 

(EPUB) NT$250  

千古兵聖孫武/熊偉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42-6 

(EPUB) NT$250  

千古謀臣諸葛亮/吳靜娜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0-2 (EPUB) NT$250  

大自然的改造者: 米秋林的故事/管

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47-5 (EPUB) NT$115  

大企業家的創業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54-9 (EPUB) NT$250  

山西戲苑經典/王麗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26-4 

(EPUB) NT$250  

工作場所中拓展性學習的研究/吳剛, 

馬頌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403-7 (EPUB) NT$480  

大明太祖朱元璋/鹿軍士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56-3 (EPUB) NT$250  

大政治家的才能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58-7 (EPUB) NT$250  

大軍事家的戰爭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51-8 (EPUB) NT$250  

大厚黑學: 中國最成功的心理術與處

世術/侯清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57-0 (EPUB) 

NT$250  

大厚黑學: 中國最成功的心理術與處

世術/侯清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72-3 (EPUB) 

NT$250  

大思想家的探索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52-5 (EPUB) NT$250  

千秋歷史演變/牛月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47-1 

(EPUB) NT$250  

千秋龍鳳圖騰/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43-3 

(EPUB) NT$250  

女神必修課: 成為女神的全方位修練

手冊/鍾幸燕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23-3 (EPUB) 

NT$250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I 改訂版, 聴解

タスク/牧野昭子, 田中よね, 北川逸

子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07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170-9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80  

大航海家哥倫布/周麗霞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4-0 (EPUB) NT$250  

大清的角落: 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碎

片/王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

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15-8 (EPUB) NT$250  

大清孤兒: 清末傳統士人的宿命解讀

/扎不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75-4 (EPUB) 

NT$250  

大清高宗純皇帝乾隆 /華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7-8 (EPUB) NT$250  

大探險家的歷險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1-9 (EPUB) NT$250  

大探險家馬可.波羅/王金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8-8 (EPUB) NT$250  

上將總統艾森豪/郭艷紅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5-7 (EPUB) NT$250  

下筆如有神/高天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53-2 (EPUB) 

NT$250  

大聖皇帝武則天/郭艷紅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16-5 (EPUB) NT$250  

工業繁榮景象/牛月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69-3 

(EPUB) NT$250  

大數據偵查/王燃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405-1 (EPUB) 

NT$498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 1 級, 模

擬試題冊/劉慧如, Dennis Christopher 

Jackson 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0708 .-- 19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47-6 (平裝附光碟

片)  

大學與伊甸園: 理性教育與人性發展

/彭笑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59-7 (EPUB) NT$380  

大學體育傳承與發展: 馬約翰體育教

育思想暨學校體育工作研討會論文

集/陳旭, 劉波, 劉靜民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68-6 

(EPUB) NT$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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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型: 互聯網時代的傳統企業進化

之道/王紹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93-8 (EPUB) NT$220  

大藝術家的審美故事 /于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6-4 (EPUB) NT$250  

天下聞名美食/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24-0 

(EPUB) NT$250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市村均, 

學研 PLUS 著;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小熊, 10709 .-- 冊 .-- ISBN 

978-957-8640-48-1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文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暨作品集. 2018/簡紹琦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0707 .-- 27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28-5-

7 (平裝) NT$400  

中文入門/郭俊麟作 .-- 臺中市 : 郭俊

麟, 107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5788-8 (平裝)  

日本！日本！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死

磕/王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

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88-4 (EPUB) NT$190  

內外商貿並舉/牛月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20-2 

(EPUB) NT$250  

月旦醫事法研究. 三/賴筱婷, 黃浥暐, 

高寧若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7 .-- 10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7-90-3 (平裝) NT$220  

月旦醫事法綜探研究/[元照出版]編

輯部, 黃浥暐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707 .--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07-88-0 (第 1 冊:平裝) 

NT$280  

公正嚴明法治/牛月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93-8 

(EPUB) NT$250  

公共工程常用植栽手冊. 第六輯/盧

宗憲總編輯  .-- 新北市  : 營建院 , 

107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94-14-5 (平裝) NT$700  

文曲巨星曹雪芹/王金峰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80-8 (EPUB) NT$250  

心血集/孫其賢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63-970-9 (EPUB) 

NT$250  

水利工程遺蹟/李姍姍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84-6 

(EPUB) NT$250  

心直口快/盛亦弘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62-4 (EPUB) 

NT$230  

六弦百貨店精選/潘尚文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書 國 際 文 化 , 

107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52-91-4 (第 4 冊:平裝)  

文物普查動手做/盧泰康, 李建緯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5-6268-2 (PDF) NT$100  

文物普查與暫行分級作業手冊/李建

緯等作; 李建緯, 盧泰康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5-6269-9 (PDF) NT$350  

文明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08-0 (EPUB) NT$250  

不是第一 就是唯一/李燕杰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12-2 

(EPUB) NT$300  

中秋萬家團圓/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68-6 

(EPUB) NT$250  

心若綻放 清風自來/李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16-0 

(EPUB) NT$298  

文科學習有辦法/「四特」教育系列

叢書編委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79-031-8 (EPUB) 

NT$150  

元宵張燈習俗/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19-6 

(EPUB) NT$250  

文案編寫實戰寶典: 品牌推廣+人氣

打造+實戰案例 /蘇海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89-1 

(EPUB) NT$498  

中國の越年習俗と信仰/李獻璋著 .-- 

臺北市 : 泰山文物社, 10710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743-1-

6 (平裝) NT$800  

中國大文學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49-5 (EPUB) NT$250  

王陵千古雄風/李姍姍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47-9 

(EPUB) NT$250  

日常小事皆學問/李慕南, 姜忠喆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42-4 (EPUB) NT$190  

中國大政治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64-8 (EPUB) NT$250  

中國大軍事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96-9 (EPUB) NT$250  

中國大思想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4-7 (EPUB) NT$250  

中國大科學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99-0 (EPUB) NT$250  

中國大發明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95-2 (EPUB) NT$250  

中國大藝術家的故事/竭寶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17-2 (EPUB) NT$250  



121 

 

中國文化企業品牌案例/陳少峰, 張

立波, 王建平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61-7 (EPUB) 

NT$580  

中國企業人力資源全程法律顧問/于

麗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419-8 (EPUB) NT$490  

中國近代民族化學工業的拓荒者: 侯

德榜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784-52-9 

(EPUB) NT$115  

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 翁文灝和

丁文江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8-1 

(EPUB) NT$115  

中國近代氣象學的奠基人: 竺可楨的

故事/管成學,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8784-49-9 (EPUB) 

NT$115  

中國社會風習的百年變遷: 百年中國

社會風習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九

江學院社會系統學研究中心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48-1 (EPUB) NT$600  

王望舒獨唱會-Genius Child. 2011: 音

樂會詮釋報告/王望舒撰 .-- 初版 .-- 

桃園市 : 原笙國際, 10707 .-- 18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07-3-

5 (精裝)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五編/許

錟輝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485-459-2 (全套:精裝) NT$28000  

中國舞蹈編創理念與實踐 /曾照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王瓊瑛 , 

10707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812-0 (平裝) NT$350  

中國數學史上最光輝的篇章: 李冶、

秦九韶、楊輝、朱世傑的故事/管成

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7-4 (EPUB) NT$115  

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郭艷紅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18-9 (EPUB) NT$250  

心理學家真正關心的事: 柏克萊教授

談真正的幸福科學與心理實驗的大

發現/彭凱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寫,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689-11-3 (EPUB) NT$33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八編/林

慶彰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485-489-9 (全套:精裝) NT$22000  

心理學創始人佛洛伊德/馬貝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9-2 (EPUB) NT$250  

中國橋魂: 茅以升的故事/管成學, 趙

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784-56-7 (EPUB) NT$115  

中國環境下的英語教學研究 /崔剛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0-7 (EPUB) NT$380  

中國鐵路之父: 詹天佑的故事/管成

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4-3 (EPUB) NT$115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

定. LEVEL 1/張文光總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0707 .-- 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37-0-9 

(平裝)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

定. LEVEL 2/張文光總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0707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37-1-6 

(平裝)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

定. LEVEL 3/張文光總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37-2-3 

(平裝)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

定. LEVEL 4/張文光總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37-3-0 

(平裝)  

中華系統動力學學會年會暨研究會. 

2018/屠益民主編 .-- 初版 .-- 彰化縣 : 

中華系統動力學學會, 10707 .-- 2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87192-7-

9 (平裝)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博士論文集. 第

九期: 道德經智慧傳承/許永昌作 .-- 

新北市 : 許永昌(新北市), 10708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56-7 (平裝) NT$600  

心智圖單字記憶法: 心智圖的聯想記

憶法 ,字根、字首、字尾串聯 3000

個國際英語測驗必背字/楊智民, 蘇

秦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3-495-4 (EPUB) NT$499  

心話怒放/邱源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43-1 (EPUB) 

NT$250  

比爾.蓋茲傳/蕭楓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45-5 (EPUB) 

NT$250  

反腐大案/劉品新, 王嚴, 何川等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5-2 (EPUB) NT$380  

五福臨門吉象/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66-2 

(EPUB) NT$250  

化學之父門得列夫 /郭艷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90-7 (EPUB) NT$250  

化學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21-9 (EPUB) NT$250  

天縱之聖孔子/熊偉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63-967-9 

(EPUB) NT$250  

互聯網金融平臺投資理財/胡新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63-1 (EPUB) NT$490  

互聯網金融的新常態 /曹漢平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2-9 (EPUB) NT$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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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路線圖/劉向南, 堅鵬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4-3 (EPUB) NT$490  

中醫語錄 .中醫太極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65-5 (EPUB) NT$250  

中醫語錄 .中醫治療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6-1 (EPUB) NT$250  

中醫語錄 .中醫氣功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10-3 (EPUB) NT$250  

中醫語錄 .中醫養生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1-6 (EPUB) NT$250  

中醫語錄 .中醫歷史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78-5 (EPUB) NT$250  

中醫語錄 .中醫藥膳新解 /林曉軒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63-960-0 (EPUB) NT$250  

中醫語錄.高血脂患者的中醫對症生

活/林曉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73-0 (EPUB) 

NT$250  

中醫語錄.高血壓患者的中醫對症生

活/林曉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3-961-7 (EPUB) 

NT$250  

中醫語錄.腎臟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

活/林曉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12-7 (EPUB)  

中醫語錄.腸胃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

活/林曉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11-0 (EPUB) 

NT$250  

中醫語錄.糖尿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

活/林曉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13-4 (EPUB) 

NT$250  

心靈深處的園丁/鹿軍士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36-3 (EPUB) NT$180  

心靈解毒/克雷格.葛洛契爾作; 顧美

芬, 林韡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

國學園,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68-3 (EPUB) NT$360  

史上最有趣的皇帝: 劉病已/賀俊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51-6 (EPUB) NT$250  

用大譜面遊賞爵士吉他!令人恍然大

悟的輕鬆樂句大全/亀井たくま作.演

奏; 柯冠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典 絃 音 樂 文 化 , 10708 .-- 17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77-

9 (平裝附光碟片) NT$660  

卡內基人性的優點人性的弱點. 下/

戴爾.卡內基著; 信自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62-2 

(EPUB) NT$250  

卡內基人性的優點人性的弱點. 上/

戴爾.卡內基著; 信自力編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67-7 

(EPUB) NT$250  

凹凸史/劉玗[作] .-- 臺北市 : 我親, 

10708 .-- 64 面; 13X18 公分 .-- ISBN 

978-986-93595-5-9 (精裝)  

古代禮制禮儀/梁新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49-3 

(EPUB) NT$250  

平安校園建設的實踐與探索: 北京高

教保衛學會學術年會優秀論文選集. 

第十二屆/全海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332-0 (EPUB) 

NT$480  

古老都城原貌/李姍姍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64-6 

(EPUB) NT$250  

用行銷改變世界: Motive 商業洞察/

米卡, 許子謙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寫,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689-09-0 (EPUB) NT$400  

生命,如夏花枝絢爛: 奧斯特爾瓦德

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784-45-1 (EPUB) 

NT$11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八編/曾永義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485-517-

9 (全套:精裝) NT$2900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485-583-4 (全套:精裝) NT$46000  

台東地區重要農作物之病蟲害防治

核准用藥手冊/林盈宏等編輯 .-- 臺

中市 : 植物保護學會, 10707 .-- 5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610-1-

3 (平裝)  

世事的挑戰/讀者俱樂部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28-8 (EPUB) NT$190  

世事明察故事/周治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38-7 

(EPUB) NT$190  

北京神奇祭壇/李姍姍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54-7 

(EPUB) NT$250  

正法眼/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6679-4-4 (PDF)  

古典戲曲精品/王麗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52-3 

(EPUB) NT$250  

外星人的地球王朝/徐向東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野火文化, 107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248-5-5 (平裝) NT$280  

世界大師的沉思: 給人類最自然的靈

性/陳書凱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756-87-1 (PDF) NT$25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人物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123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63-983-9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科幻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63-997-6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軍事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34-9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神話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33-2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偵探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44-8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探險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37-0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智慧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30-1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愛情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35-6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電影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63-994-5 (EPUB) NT$18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戲劇故事/李劍橋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79-040-0 (EPUB) NT$180  

由音色塑形探討我近期之音樂創作/

鄭建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0708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986-90-2 (平裝)  

世紀奇人海倫.凱勒/吳靜娜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46-2 (EPUB) NT$250  

世界首富比爾.蓋茲/邊艷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41-7 (EPUB) NT$250  

古城建築標誌/胡元斌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53-0 

(EPUB) NT$250  

世界船王包玉剛/郭艷紅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55-4 (EPUB) NT$180  

世界眼光看教育/「四特」教育系列

叢書編委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79-048-6 (EPUB) 

NT$150  

世界詩人大會暨世界藝術文化學院

金書. 1969-2018/楊允達, 厄內斯特.卡

翰(Ernesto Kahan)總編輯 .-- 第 3 版 .-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 10708 .-- 50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5563-7-

8 (平裝)  

世界歷史未解之謎 /李丹丹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79-056-1 (EPUB) NT$250  

世界遺產: 你最想知道的 101 個絕景

祕境/簡孝貞, 徐杉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3-493-0 (EPUB) 

NT$350  

四個中國人/雷建軍, 梁君健, 焦瑞青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1-4 (EPUB) NT$380  

史料四編: 元高麗紀事 北虜風俗 四

夷館考/佚名, (明)蕭大亨撰 .-- 再版 .-

- 新北市 : 廣文, 10707 .-- 24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754-74-

7 (平裝) NT$400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五期/呂立

德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科大通識

中心, 10707 .-- 2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689-60-5 (平裝)  

打造一流企業文化 22 策略/史德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74-0 (EPUB) NT$498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編/李

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485-

532-2 (全套:精裝) NT$26000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八編/胡一峰

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485-501-

8 (全套:精裝) NT$18000  

以農為本立國/牛月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58-5 

(EPUB) NT$250  

以聖致勝 : 智慧運命之道 /林雪貞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清涼音 , 

10709 .-- 1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49-778-2 (精裝) NT$400  

以聖致勝 : 智慧管理之道 /林雪貞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清涼音 , 

10709 .-- 1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49-777-5 (精裝) NT$400  

以聖致勝 : 智慧績效之道 /林雪貞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清涼音 , 

10709 .-- 1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49-776-8 (精裝) NT$400  

白話厚黑學大全集/李宗吾原著; 公

孫龍策編修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 10708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29-9 (平裝) NT$380  

永遠在一起: 我曾有一隻名叫阿醜的

狗/劉干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69-6 (EPUB) NT$450  

古橋天姿風采/李姍姍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65-3 

(EPUB) NT$250  

台灣口琴樂團合奏曲集. 一/廖訓禎

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台灣口琴藝

術促進會, 10707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53-0-7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0  

台灣中部景觀: 溪頭、杉林溪、東埔、

高美濕地/侯桂林作.攝影 .-- 高雄市 : 

侯桂林, 10706 .-- 160 面; 30x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5765-9 (精裝) 

NT$2000  

台灣北部宜蘭景觀/侯桂林作.攝影 .-

- 高雄市 : 侯桂林, 10706 .-- 152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7-

3 (精裝) NT$2000  

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 2018/盧承

慧採訪編輯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

誌, 10707 .-- 292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95674-1-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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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花東自然景觀/侯桂林作.攝影 .-

- 高雄市 : 侯桂林, 10706 .-- 16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6-

6 (精裝) NT$2000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東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74-1 (單張) NT$135  

台灣旅遊地圖王: 金門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72-7 (單張) NT$135  

台灣旅遊地圖王: 宜蘭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1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65-9 ( 單 張 ) 

NT$135  

台灣旅遊地圖王: 苗栗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1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67-3 ( 單 張 ) 

NT$135  

台灣旅遊地圖王: 基隆市/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1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69-7 ( 單 張 ) 

NT$135  

*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五屆特展紀念集. 

2018/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著 .-- 臺北

市 :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10707 .-- 

6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0939-4-1 (平裝)  

台灣漢語俳句短歌. 第二集/吳昭新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吳昭新 ,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809-0 (PDF)  

台灣漆藝協會會員聯展作品畫冊 . 

2018/[台灣漆藝協會會員作] .-- 臺中

市 : 台灣漆藝協會, 10707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444-4-6 

(平裝)  

台灣縣市旅遊圖: 花蓮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70-3 (單張) NT$135  

台灣縣市旅遊圖: 馬祖/地圖王製作

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活, 

10708 .--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

986-6139-71-0 (單張) NT$135  

台灣縣市旅遊圖: 新竹市/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1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66-6 ( 單 張 ) 

NT$135  

台灣縣市旅遊圖: 嘉義市/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1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68-0 ( 單 張 ) 

NT$135  

台灣縣市旅遊圖: 澎湖縣/地圖王製

作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戶外生

活, 10708 .-- 面; 87X62 公分 .-- ISBN 

978-986-6139-73-4 (單張) NT$135  

百八觀音: 唐卡圖錄/靈鷲山開山寮

法堂院總策劃 .-- 新北市 : 世界宗教

博物館, 107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697-4-6 ( 經 摺 裝 ) 

NT$1080  

老子道德經注釋/蔡良安編譯 .-- 初

版  .-- 高 雄 市  : 聖 弘 企 管 顧 問 , 

10707 .-- 冊 .-- ISBN 978-986-96821-0-

7 (全套:平裝) NT$1350  

*多元升等教學實踐暨高教深耕研討

會論文集. 2018/鄭志文主編 .-- 臺中

市 : 靜宜大學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107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26-3-5 (平裝) NT$320  

地方政府治理/劉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70-9 (EPUB) 

NT$390  

成功可以從改變自己的習慣開始/陳

書凱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756-88-8 (PDF) NT$220  

自主防災 家園常在: 臺灣天然災害

潛勢公開資訊與自主防災/曹鼎志等

作  .-- 臺北市  : 中興工程基金會 , 

10707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7142-77-1 (平裝)  

吉他無窮動「基礎」訓練: 效果極大

的不停歇練習/道下和彦作; 柯冠廷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0708 .-- 14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76-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80  

向名人的父母學家教 /文予可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63-4 (EPUB) NT$280  

老年疾病預警性診治/王麗君, 牟國

煜, 王正林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71-6 (EPUB) NT$600  

地名資訊研討會成果發表論文集 . 

2016/葦煙灶等撰述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國地理學會, 107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6696-1-0 (PDF)  

回到你的內在權威: 與全球第一位中

文 人 類圖 分析 師踏 上去制 約 之旅

/Joyce Hu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07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121-42-2 (EPUB) NT$228  

米其林味蕾的極上美食課 /黃宏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072-24-3 

(EPUB) NT$263  

考前特蒐: 律師、司法特考一、二試

關鍵解析. 2018/兩津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708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95-861-2 (平

裝) NT$560  

先秦很可愛/瀟水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377-1 (EPUB) 

NT$280  

老師傅的排版桌: 臺灣活字排版實作

工具與圖解紀錄/高鵬翔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 10708 .-- 2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57-32-8331-7 (精裝) 

NT$3200  

吃貨的生物學故事: 糖、脂肪與代謝

疾病的科普小史/王立銘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寫,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689-12-0 (EPUB) 

NT$360  

全 球 華 人 計 算 機 教 育 應 用 大 會

(GCCCE2018)教師論壇論文集. 第二

十二屆/張新華等主編 .-- 初版 .-- 桃

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

會,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0624-8-0 (PDF)  

休庵散抄/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07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831-8-3 (PDF) 

NT$150  

全球視野的比較法與法律文化/高鴻

鈞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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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20-4 (EPUB) NT$460  

行善天下: 吳東昇書畫篆刻展/吳東

昇著 .-- 桃園市 : 吳東昇, 10707 .-- 

3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79-6 (精裝) NT$1000  

成就偉大公司/錢穎一等撰文; 清華

管理評論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58-0 (EPUB) NT$390  

企業文化高效落地活動案例/歐陽國

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8-1 (EPUB) NT$380  

企業長青之道/華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74-7 (EPUB) 

NT$398  

企業經營寶典: 法律風險與防範/曹

友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67-2 (EPUB) NT$480  

有點奸詐不犯法. 三國智謀篇/公孫

龍策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24-4 (平裝) NT$250  

地藏王菩薩歌劇/迂園道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 10707 .-- 

101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5563-9-2 (平裝) NT$800  

老齡產業發展對策研究 /張巖松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97-9 (EPUB) NT$450  

君子: 清華名師談育人/顧良飛, 李珍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3-6 (EPUB) NT$300  

利未記概論(簡體字版)/財團法人臺

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台灣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福 音 書 房 , 

10707 .-- 1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66-390-6 (下冊:平裝)  

佛光大藏經/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708 .-- 518 面; 5 公分 .-- ISBN 978-

957-457-464-3 (隨身碟)  

找回你自己的牟尼珠 /陳韋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陳音蓉,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9-7 (PDF)  

你有堅持的勇氣嗎?: 作自己,人生最

好的版本! /李時雨, 吳培華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170-3 (EPUB) 

NT$330  

我在清華等你來. 第 1 輯/于世潔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10-8 (EPUB) NT$490  

束式管理現象解析/邢鑫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18-4 

(EPUB) NT$500  

你所不知道的帝王/劉繼興, 劉秉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23-8 (EPUB) NT$380  

育兒之路, 奶爸當道/龍鳳胎老爸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37-5 (EPUB) NT$280  

我的成功比常人晚/矯培民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50-4 

(EPUB) NT$490  

我的特殊月子/王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11-5 (EPUB) 

NT$398  

把時間當作朋友: 沒有人能管理時間,

你真正能管理的只有你自己/李笑來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287-7 (EPUB) NT$231  

我國大學合作模式現象探討/洪文琪, 

陳明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

科技政策中心,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241-8 (PDF) 

NT$450  

系統視角下的危機管理 /王金桃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90-7 (EPUB) NT$69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英語文教學研討

會論文集. 2018/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鶴, 10707 .-- 19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832-6 ( 平 裝 ) 

NT$580  

沈澱的不只是記憶/李謨清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26-9 

(EPUB) NT$500  

改變心態,就能改變事態/千江月著 .-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

526-8 (平裝) NT$299  

東方魔稻: 袁隆平的故事/管成學, 趙

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784-46-8 (EPUB) NT$115  

近代地學及奠基人: 萊伊爾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3-6 (EPUB) NT$115  

東西方文化的產兒: 湯川秀樹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43-7 (EPUB) 

NT$115  

性好有你: 心智障礙者性教育教材/

郭伊凌等作 .-- 初版 .-- 彰化縣 : 彰縣

喜樂保育院, 10708 .-- 19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1574-1-5 (平裝

附光碟片) NT$500  

長江萬里畫卷/馮歡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63-9 

(EPUB) NT$250  

岡位分析和評價從入門到精通/楊崗

松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14-6 (EPUB) NT$560  

奇妙機緣: 紀嘉華/謝雨珊出版編輯; 

海凱苓, 張芷淳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0707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580-5-7 

(平裝)  

長河人/焦玫, 黃軍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79-050-9 (EPUB) 

NT$260  

周 易與 人生 智慧 (精 華版 )/陳樹文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00-6 (EPUB) NT$698  

花城可裕著作集/花城可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707 .-- 7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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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30-

2 (第 2 冊:平裝) NT$330  

* 阿 美 族 兒 童 歌 謠 / 楊 進 德 (Panay 

'Aminang)編著 .-- 高雄市 : 楊進德, 

107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36-9 (平裝)  

長城雄偉關隘/李姗姗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7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79-059-2 

(EPUB) NT$250  

*阿美語故事集 . 一 /楊進德 (Panay 

'Aminang)編著 .-- 高雄市 : 楊進德, 

10706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34-5 (平裝)  

青春夢想不是夢/紀廣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38-2 

(EPUB) NT$230  

亞洲藝術學術論壇. 二 0 一七年: 民

藝作為方法: 從亞洲當代藝術到文化

設計/陳依純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藝 創 所 博 士 班 , 

10707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5-6440-2 (平裝)  

金剛決疑/(明)曹溪沙門憨山釋德清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79-3-7 (PDF)  

初級初試模擬試題冊/劉慧如, Dennis 

Jackson 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0707 .-- 20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45-2 (平裝附光碟

片)  

明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伍, 變態皇

帝之卷/晴空亂流著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亞洲圖書, 10707 .-- 288 面; 

21X25 公分 .-- ISBN 978-986-5921-75-

0 (平裝) NT$280  

奇景異俗社象散紀: 古典詩詞敘述/

劉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劉靖, 

10706 .-- 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60-4 (平裝)  

征程萬里百折不撓: 玄奘的故事/管

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42-0 (EPUB) NT$115  

服裝系統設計方法論研究 /呂學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98-6 (EPUB) NT$680  

忠道訪遊記/無極直轄全真唐奉旨扶

鸞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全真雜誌, 

10708 .-- 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88139-8-4 (平裝)  

林雋曄 3D 立體剪紙創作輪轉的星

孩/林雋曄[作] .-- 桃園市 : 祥鶴文化, 

107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352-2-2 (平裝) NT$800  

幸福波冰王: 幸福小組專用破冰手冊

/馮珮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基

督教福氣教會, 10707 .-- 56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86-96703-3-3 (平裝) 

NT$60  

炙熱靈魂美術名家聯展. 2018: 見性.

顯形作品專輯/陳思伶策展 .-- 嘉義

縣 : 嘉縣文化基金會, 107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0557-5-4 

(平裝)  

玩轉 O2O: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

銷技巧+實戰案例/海天電商金融研

究中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62-4 (EPUB) NT$498  

宗鏡大綱/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覺禪

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

舍,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6679-8-2 (PDF)  

果蠅身上的奧秘: 摩爾根的故事/管

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44-4 (EPUB) NT$115  

風水聖經. 2019/陳冠宇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鴻 運 知 識 科 技 ,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58-7 (平裝) NT$188  

南北朝樂府詩闡論/周誠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3-996-2 

(EPUB) NT$560  

科技論文規範寫作與編輯/梁福軍編

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92-1 (EPUB) NT$598  

美金來了系列: 大男孩/王美金作 .-- 

桃園市 : 轉身工作室, 107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01-0-

3 (平裝) NT$299  

美哉 看西街教會: 宣教 152 週年設

教百週年紀念/鄧瑪麗等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台灣基督長老看西

街教會, 10707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28-0-1 (精裝)  

相信自己是優秀的: 每一個學生都應

具備的成長理念/張一哲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64-8 

(EPUB) NT$280  

春秋那些事之吳越爭霸. 卷一, 逃亡

與復仇/江湖閑樂生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89-527-5 (平裝) 

NT$250  

春秋那些事之吳越爭霸. 卷二, 崛起

與覆滅/江湖閑樂生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8 .-- 36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28-2 (平

裝) NT$250  

看透人性說話辦事聖經 /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521-3 (平裝) NT$250  

美崙美奐 繪聲繪影/饒義蘭作 .-- 花

蓮縣 : 饒義蘭, 10707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5755-0 (平裝) 

NT$250  

為情緒找個新門號: 改變帶來醫治

40 天導讀/劉曉亭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中國學園,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65-2 (EPUB) 

NT$250  

為情緒找個新門號: 改變帶來醫治

40 天導讀/劉曉亭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中國學園, 107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66-9 (PDF) 

NT$250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8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30-5 

(平裝) NT$380  

重塑 IT: 應用互聯網如何改變 CIO

的角色/羅斯.梅森(Ross Mason)主編; 

李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408-2 (EPUB) NT$580  

飛禽世界-莊建模攝影集: 紀錄非洲

馬達加斯加島與肯亞鳥類相/莊建模

作 .-- 臺北市 : 莊建模, 107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7-

0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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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自學王: 史上最強英語自學指南

/鄭錫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43-494-7 (EPUB) NT$300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19/陳冠宇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0708 .-- 22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59-4 (平裝) NT$180  

英語動詞活用指南: 50 個非學不可

的高頻動詞 ,讓你英語實力快速倍

增!/楊智民, 李海碩, 蘇秦著 .-- 臺中

市 : 晨星,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3-490-9 (EPUB)  

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 2018: 英語

習得與全球化論文集/市原常夫, 段

惠珍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

教, 107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088-1-7 (平裝) NT$480  

後數位時代媒體設計之應用: 網路媒

體、企業識別系統、動畫遊戲、行

動應用設計/許有麟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藏墨數位藝術, 10707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52-0-

8 (平裝) NT$180  

怎樣到美國留學?: 兼評美國教育/何

學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39-9 (EPUB) NT$450  

耶穌和佛陀的六世情緣: 告別娑婆外

傳/葛瑞.雷納(Gary R. Renard)著; 謝

明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001-66-3 (EPUB) NT$250  

科學精神光照千秋: 古希臘科學家的

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8784-61-1 (EPUB) 

NT$115  

美麗與自信: 改變女人一生的 14 條

魅力守則/關琦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756-86-4 (PDF) NT$300  

荀子菁華 /張純一編注 ; 黃育智補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港山文史工

作室,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419-79-6 (EPUB) NT$150  

原子彈之父: 羅伯特.奧本海默/管成

學, 趙驥民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784-62-8 (EPUB) NT$115  

逃不開的房地產/李寧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36-8 

(EPUB) NT$398  

*海水發電系統/施奉先作 .-- 新北市 : 

快樂遊, 10708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56-87-2 ( 平 裝 ) 

NT$120  

時光交匯的地方/劉斌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17-7 

(EPUB) NT$360  

紐西蘭風光: 南島特搜-九千里路雲

和月. 第 1 輯/侯桂林作.攝影 .-- 高雄

市 : 侯桂林, 10707 .-- 168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90-1 (精

裝) NT$2000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阿美族語聽說

讀寫/楊進德(Panay 'Aminang)編撰 .-- 

高雄市 : 楊進德, 107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35-2 (平

裝)  

修坐須知(日文版)/至聖先天老祖, 臺

灣總主院 , 日本岐阜道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

主院, 10707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57-5-9 (平裝)  

原初/童武義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童武義, 10707 .-- 60 面; 26X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5400-9 (平裝)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論文集. 

2018/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會資系 , 

10707 .-- 6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627-43-0 (平裝)  

宰相科學家: 徐光啟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784-48-2 (EPUB) NT$115  

財政與金融/李英偉, 于曉紅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07-5 (EPUB) NT$400  

訊息系統學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

院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75-7 (EPUB) NT$300  

恩恩是爸爸最心愛的情人 /曹永忠

作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629-76-2 (PDF) NT$888  

高級財務管理學/湯谷良, 王珮主編 .-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75-4 (EPUB) NT$390  

家常素食創意料理/唐潤洲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中華電腦排版工作坊, 

10707 .-- 59 面; 19X27 公分 .-- ISBN 

978-986-95154-2-9 (平裝) NT$280  

特許連鎖業加盟合約/謝明威編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 

10708 .-- 346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72-6 (平裝) NT$420  

秘 境 : 許 敏 雄 畫 集 . 2017/ 許 敏 雄

[作] .-- 新北市 : 許敏雄,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41-

3 (平裝) NT$500  

純粹關係: 網路分享時代的社會交住

/馬向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46-7 (EPUB) NT$480  

做人靠手腕,做事靠手段/陶然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525-1 (平裝) NT$250  

淡水人物誌/淡江大學文學院, 淡江

大學資圖系, 淡江大學大傳系作 .-- 

新北市 : 淡大資圖系所, 107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736-06-1 

(EPUB)  

推手兇猛/張書樂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366-5 (EPUB) 

NT$350  

淡水食貨志/淡江大學大傳系三年級

(第 29 屆)作 .-- 新北市 : 淡大資圖系

所,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736-07-8 (EPUB)  

從互聯到新工業革命 /劉雲浩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崧博,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5-331-3 

(EPUB) NT$250  

現代日本語の副詞的成分: 形容詞連

用形と動詞「て」形を中心に/劉怡

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 

10708 .-- 29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31-9 (平裝) NT$600  

現代中國科學事業的拓荒者: 盧嘉錫

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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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784-41-3 (EPUB) 

NT$115  

常用西班牙語: 動詞變化五十一/王

鶴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708 .-- 26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833-3 (平裝) NT$360  

基 因 先 知 者 /任博文 (Brian Winston 

Ring)著; 周慧君, 楊巧譯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40-5 (EPUB) 

NT$490  

基因編輯懸疑史: 一場"向上帝借用

手術刀"的人類科學大冒險/王立銘

著 .-- 臺北市 : 大寫,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15-1 (EPUB) 

NT$350  

基於創新的教師培訓模式的培訓實

錄/潘世祥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65-5 (EPUB) NT$310  

基於網絡社區的企業訊息行為對品

牌關係質量影響的研究/董澤稼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73-0 (EPUB) NT$580  

設計師+: 無限可能的未來,設計師如

何接盤互聯網+/原雪梅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54-2 

(EPUB) NT$500  

啤酒探險記: 圖解 90 款世界代表性

啤酒的賞味之旅 /金壺著 ; 胡椒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286-0 (EPUB) NT$250  

貫通三教養真集釋義 /養真⼦原著; 

覺明居士釋義 .-- 臺北市 : 至一顧問,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781-0-0 (PDF) NT$333  

情理以內,爭訟以外: 臺灣生產事故

救濟制度發展/楊子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3-997-9 (EPUB) 

NT$350  

國產洋蔥創意料理競賽食譜. 2018/ .-

- 高雄市  :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 

10708 .-- 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87617-8-0 (平裝)  

從符號功能結構到修辭學視覺轉換

之創作應用: 以台中城市形象設計為

例/何宏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何

宏文, 10707 .-- 21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5754-3 ( 平 裝 ) 

NT$1000  

基督教文化研究叢書. 四編(簡體字

版)/何光滬, 高師寧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485-490-5 (全套:精裝) 

NT$18000  

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

的影響/張文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11-2 (EPUB) 

NT$380  

國際法評論(第七卷)/孔慶江主編; 覃

華平執行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88-4 (EPUB) NT$480  

情緒勒索: 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

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簡體字版)/周

慕姿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708 .-- 27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871-1 (平裝)  

推銷技巧與實戰 /蔡春紅等編著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94-8 (EPUB) NT$398  

曼德拉傳: 光輝歲月/韓明輝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52-8 (EPUB) NT$350  

彩墨凝華風: 趙淑德夏艷海洋作品集

/趙淑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綠

印刷, 10707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1626-4-8 ( 平 裝 ) 

NT$500  

游心入化: 黃哲夫水墨創作展/黃哲

夫作 .-- 桃園市 : 黃哲夫, 107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5764-

2 (平裝)  

琢玉集. 四,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

師生作品/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

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實踐大學應

中系, 10706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19-4-4 (平裝)  

黃色帽子/法蘭克.阿施奇(Frank Asch)

著; 馬克.阿倫.斯塔馬提(Mark Alan 

Stamaty)繪; 粘耿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0708 .-- 64 面; 

25X34 公分 .-- ISBN 978-986-213-912-

7 (精裝) NT$450  

稅收籌劃論: 前沿理論與實證研究/

蔡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53-5 (EPUB) NT$450  

給你一家微企,你能賺錢嗎?: 創業策

劃/肖勝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04-4 (EPUB) NT$350  

最受歡迎的地產營銷課: 讓你快樂而

快速地成為一流的操盤手/王濤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41-2 (EPUB) NT$780  

越是「膽小」越會騎/根本健作; 倪

兒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菁華, 

107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078-2-7 (平裝) NT$360  

華為人,你懂的/石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78-8 (EPUB) 

NT$280  

郵政英文勝經/劉似蓉編著 .-- 第十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7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440-8 (平裝)  

華為時間管理法(應用版)/華通諮詢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72-3 (EPUB) NT$320  

黑洞藍調: 諾貝爾獎 LIGO 團隊探索

重力波五十年,人類對宇宙最執著的

傾聽/珍娜.萊文(Janna Levin) 著; 胡小

銳, 萬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

者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289-1 (EPUB)  

媒商: 全媒體時代溝通實戰手冊/李

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42-9 (EPUB) NT$290  

量詞學習繪本/高野紀子文.圖; 林邵

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0709 .-- 47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8640-41-2 (精裝) NT$320  

創新與創業管理. 第 15 輯, 創新創業

理論與實踐/陳勁, 高建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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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57-681-402-0 

(EPUB) NT$590  

創新與創業管理: 科技管理與科技創

業/陳勁, 高建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69-3 (EPUB) 

NT$450  

創業網絡與創業學習過程: 基於中國

情境的研究/單標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99-3 (EPUB) 

NT$550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陳安琪 .-- 八

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708 .-- 

冊 .-- ISBN 978-986-96764-3-4 (全套:

平裝附光碟片) NT$2400  

智慧七柱/T. E.勞倫斯 (T. E. Lawrence)

著; 蔡憫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57-8759-23-7 ( 全 套 : 平 裝 ) 

NT$1300  

智慧之光民族之魂: 中國古代四大發

明的故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784-59-8 

(EPUB) NT$115  

智慧學校/蔡金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008-4 (EPUB) 

NT$330  

黑點/鄭美珍著; 黃美玉繪; 陳聖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708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213-911-0 (精裝) NT$450  

愛上學習很簡單/楊大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55-9 

(EPUB) NT$360  

跟你一起看風景: 一人一犬的日本公

路冒險/朵米(Domi)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動文化, 10707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93-094-4 (EPUB) 

NT$238  

新住民人文繪本暨教案手冊: 越南/

何青蓉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東縣 : 

兒童文藝基金會 , 10707 .-- 冊  .-- 

ISBN 978-986-96746-1-4 (全套:精裝) 

NT$700  

預見未來: 中國科大國際數位設計研

討會暨數位設計節. 第一屆/林珮淳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科大規

設院, 10707 .-- 2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226-43-4 (平裝)  

*新知研討會家畜廢棄物管理研討會. 

107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

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7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188-7-

1 (平裝)  

萬物視覺化: 收藏大霹靂到小宇宙: 

人類與物質的科學資訊圖/<>雜誌著; 

格雷恩.羅騰(Graham Lawton)文字; 珍

妮佛.丹尼爾(Jennifer Daniel)插畫; 畢

馨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689-16-8 (EPUB) NT$400  

當前產假制度回顧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2018 年/郭晉源總編輯 .-- 

桃園市 : 開南大學, 10708 .-- 1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6467-33-2 

(平裝)  

滄桑之城/王族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45-0 (EPUB) 

NT$490  

新旅程: 國際大學英語語言文學教授

協會 2013 年北京年會論文集/曹莉, 

金莉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43-6 (EPUB) NT$780  

愛情/胡至宜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沛報國際, 10708 .-- 192 面; 19X30 公

分 .-- ISBN 978-986-83997-8-5 (平裝) 

NT$400  

微商.微信.微店.朋友圈.自媒體.微營

銷一本通/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396-2 (EPUB) NT$498  

愛國作家林語堂: 林語堂政治態度轉

變之研究(1895-1945 年)/蔡元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3-999-3 

(EPUB) NT$390  

道教奏職受籙職籙封函彙輯/古笈手

抄本原著;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道教

法壇輯要叢書編委會編校 .-- 初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10708 .-- 冊 .-- 

ISBN 978-986-5791-50-6 (卷上: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5791-51-3 

(卷下:平裝) NT$500  

詩情靈動: 林金田創作個展/林金田

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10707 .-- 2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94-8-7 (平裝)  

過渡時代的奇人: 徐壽的故事/管成

學,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63-5 (EPUB) NT$115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

三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光傳播, 

10709 .-- 冊 .-- ISBN 978-957-475-113-

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14-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

475-115-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957-475-116-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17-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18-1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475-119-8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20-4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21-1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57-

475-122-8 (第 10 冊:平裝)  

新農村: 一部歷史/沙垚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49-8 

(EPUB) NT$380  

話語分析與中國高等教育變遷/張靈

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0-5 (EPUB) NT$450  

愛與光: 聖經繪畫故事特覽圖錄/王

彬全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宗博館, 

10707 .-- 5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0545-5-3 (平裝) NT$200  

微課/翻轉課堂設計製作與應用/李會

功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35-1 (EPUB) NT$390  

電 影 即 剪 接 / 麥 可 . 翁 達 傑 (Michael 

Ondaatje)著; 夏彤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072-25-0 (EPUB) NT$317  

解碼溝通(升級版)/岳陽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01-3 

(EPUB) NT$480  

感謝折磨你的人. 看穿人性篇/凌越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7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24-2-1 (平裝) NT$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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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聲與狗的進食實驗: 巴夫洛夫的故

事/管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1-2 (EPUB) 

NT$115  

經營管理與創新企劃: 基本規劃篇/

黃 癸 榕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AlohaserNet, 107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96775-0-9 (EPUB)  

微觀物理學 時代新思維: 道可道/蔣

榮宗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蔣博士磨

課師翻轉數學教室, 10707 .-- 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920-3-3 

(平裝) NT$180  

銀行財務、風險、信用與資本管理

論文集/沈中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沈中華, 10708 .-- 6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5801-4 (平裝

附光碟片)  

語言學概論: 以西班牙語、英語發音

比較為例: 磨課師課程/王鶴巘, 陳怡

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 

10708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835-7 (平裝) NT$360  

說故事話春秋/王金利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瑞興圖書, 10707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815-88-9 

(下冊:平裝) NT$240  

像海風一樣 ,吹過母親的故鄉 /潘樵

著 .-- 彰化縣 : 竹大芳海牛號角企業, 

10710 .-- 23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6805-0-9 (平裝) NT$350  

管理會計那點事/吳文學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409-9 

(EPUB) NT$390  

網路營銷之短期制勝方略 /黎雨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5-0 (EPUB) NT$360  

網路營銷之實戰密碼解讀 /黎雨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66-2 (EPUB) NT$300  

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便覽(平本)/呂錫

福著 .-- 臺北市 : 呂錫福, 10708 .-- 

105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63-5 (線裝) NT$480  

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便覽(全本)/呂錫

福著 .-- 臺北市 : 呂錫福, 10708 .-- 

1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

5762-8 (線裝) NT$580  

漢興八十年/軒轅之秋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70-2 (EPUB) 

NT$390  

魂繫中華赤子心: 錢學森的故事/管

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60-4 (EPUB) NT$115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三/陳

添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3-998-6 (EPUB) NT$560  

臺灣視障教育研討會. 2018 年: 專業

分享與用心認「視」博物館論文集/

林蔚荏, 劉祥筠編輯 .-- 臺北市 : 中

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10707 .-- 7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86390-4-

1 (平裝)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盧文婷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709 .-- 冊 .-- ISBN 978-986-

485-600-8 (全套:精裝) NT$38000  

臺灣邁向世界強國與富國之捷徑: 從

建構優質之移民政策與法制出發/柯

雨瑞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柯雨瑞,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5737-6 (PDF) NT$500  

罵人不必帶髒字. 為人處世篇/文彥

博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7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520-6 (平裝) NT$250  

賤人就是矯情/血腥瑪莉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前景文化, 107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536-70-0 (平裝) NT$199  

墨華.創作六人展/廖修平等合著 .-- 

臺 北 市  : 福 修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 

107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316-1-0 (平裝)  

德勝規矩: 解密中國價值型企業的自

然成長之道/付守永, 趙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68-9 

(EPUB) NT$450  

數據革命: 大數據價值實現方法、技

術與案例/范煜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421-1 (EPUB) 

NT$490  

學生社團經營與輔導: 理論.實務與

應用/蔡志賢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 , 10708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7664-6-4 (平裝) NT$500  

糖尿病與癌症是哥倆好嗎？/和信治

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107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421-6-3 

(PDF) NT$60  

磨 亮的 箭 ( 讀兵 法的 演進 )/林泰鐘

作  .-- 臺 北 市  : 華 冠 拼 音 書 籍 ,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326-1-4 (PDF)  

戰略/李玉海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51-1 (EPUB) NT$350  

鋼琴的奇幻旅程. 4, 歐洲篇教本/林

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 新北

市 : 旋音音樂工作室, 107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134-5-6 

(精裝) NT$250  

機場航廈之設計與營運/沈龍利, 許

浚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Think & 

Executive Press, 10707 .-- 5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20-0-9 (平

裝) NT$820  

燒腦老球迷的哲學勝利法: 熱血看球

冷評人性: 賽場上的運動哲學與權力

遊戲/大衛‧帕皮諾(David Papineau)

著; 王婉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寫,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689-10-6 (EPUB) NT$350  

獨領風騷數十年: 李比希的故事/管

成學, 趙驥民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784-50-5 (EPUB) NT$115  

學霸國文 : 語文常識秘笈 /林緯編

著 .-- 初版 .-- 基隆市 : 文慶文教, 

10707 .-- 2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4510-1-7 (平裝) NT$320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林雄主編; 羅銘

恩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

化, 10708 .-- 冊 .-- ISBN 978-986-496-

375-1 (全套:平裝) NT$16000  

薪傳畫會十週年慶 2018 作品集/邱

淑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薪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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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7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27-0-2 (平裝) NT$300  

鍵盤三十三/黃瑞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陸書店, 107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061-68-3 (平

裝)  

歸來,最美的宋詞/李顏壘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30-6 

(EPUB) NT$290  

歸來,最美的詩經/李顏壘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322-1 

(EPUB) NT$260  

藍屋: 透過光線,頻率和聲音 所建造

起的橋樑 體驗未來/茵格特.瑪麗亞.

雷格夫(Irmgard Maria Graf)著; 徐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顯達行銷顧問,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90-1-6 (EPUB) NT$800  

豐盛清泉靈修小品. 創世紀篇/周淑

惠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普世豐盛生

命中心, 10707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739-0-7 ( 平 裝 ) 

NT$100  

醫學新紀元: 兒科門診常見問題與疾

病/許振東口述; 陳亞南執筆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10707 .-- 2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816-4-1 (精裝)  

繪本玩轉樂. 秋冬篇, 教師手冊/柯昤

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柯昤均, 

10707 .-- 3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33-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960  

繪本玩轉樂. 春夏篇, 教師手冊/柯昤

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柯昤均, 

10707 .-- 3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43-5732-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960  

藝起來學學: 尋找臺灣文化色彩的感

動故事-感動狗/財團法人台北市學學

文化創意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 市 學 學 文 化 創 意 基 金 會 , 

10709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765-5-4 (平裝) NT$350  

藝術經紀宣導手冊: 藝術圈生存法則

第一條: 搞定你的合約/台北藝術產

經研究室, 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

會 編 輯  .-- 臺 北 市  : 畫 廊 協 會 , 

107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3293-5-4 (平裝)  

蟻群智能優化方法及其應用/柯良軍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416-7 (EPUB) NT$590  

警察政策/紀傑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707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357-5 (平裝) 

NT$320  

警察學/紀傑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707 .-- 624 面; 17X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356-8 (平裝) 

NT$550  

*蘭亭墨韻/蔡尚運, 李銘煌, 張學隆

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蘭亭書

學會, 10707 .-- 124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91569-1-2 ( 平 裝 ) 

NT$600  

邏輯模式於科技計畫規劃、監測與

評估之應用/張錦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07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242-5 

(PDF) NT$450  

讓生命悄悄告訴你/黃萬華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371-9 

(EPUB) NT$280  

讓員工跑起來: 激勵與授權的藝術/

岳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365-8 (EPUB) NT$480  

法華經講義. 第十九輯/平實導師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7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548-2-1 (PDF)  

慈師父講古: 勤耕福田/釋德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7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568-7-3 

(EPUB) NT$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