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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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 : 

蔣中正. 23-32 冊 / <<國史館現藏總

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編輯委

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臺大出版中心,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31-07-5 ( 全 套 : 精 裝 ) 

NT$24000  

1.蔣中正 2.歷史檔案 3.檔案目錄 4.

中華民國史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夢溪筆談 / (北宋)沈括著 ; 顏興林譯

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1-5-2 (平裝)  

1.夢溪筆談 2.注釋  011.08  

一次讀懂商業經典 / 湯姆.巴特勒-鮑

登(Tom Butler-Bowdon)著 ; 王曼璇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75-3 (平裝) NT$600  

1.推薦書目  012.4  

人文藝術書目. 108 年度 : 教育部

108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輔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

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2 .-- 15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

674-7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多元文化書目. 108 年度 : 教育部

108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輔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

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2 .-- 20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

672-3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多元學習書目. 108 年度 : 教育部

108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輔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

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2 .-- 23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

673-0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科技創新書目. 108 年度 : 教育部

108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輔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

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2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

671-6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樂活環保書目. 108 年度 : 教育部

108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輔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

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2 .-- 22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

670-9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 宋怡慧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7-8 

(平裝) NT$350  

1.閱讀 2.文集  019.07  

我的包裡有本書 : 對於讀者來說,書

籍並不只是物品,而是靜待我們的機

會 和 可 能 性  / 安 妮 . 博 吉 爾 (Anne 

Bogel)著 ;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sue ; 12) .-- ISBN 978-986-97208-7-8 

(平裝) NT$340  

1.閱讀  019.1  

時間感手帳的誕生 : 小律師的斜槓

手帳術 / 黃昱毓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810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5-2 

(平裝) NT$450  

1.筆記法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散播閱讀火苗的人 : 臺灣圖書教師

的故事 / 陳玉敏等作 ; 陳昭珍主編 .-

- 再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 ,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1-245-8 (平裝) NT$340  

1.圖書館推廣服務 2.閱讀指導 3.中

小學圖書館  023.92  

最美共讀站 : 績優學校成果手冊 . 

108 年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09 .-- 1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1-3 (精裝)  

1.中小學圖書館 2.圖書館推廣服務 3.

學校與社區  024.6  

國學 

國學導讀. 五 / 邱燮友, 周何, 田博元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 

10810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12-2 (平裝)  

1.漢學  030  

國學新知 : "海峽兩岸國學論壇"文集

精選. 第一輯 / 王維生主編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文化

發行, 10809 .-- 380 面; 24 公分 .-- (篔

簹書院文庫)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7377-6-0 (平裝) NT$620  

1.漢學 2.文集  030.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神奇動物百科 / 孫亞飛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809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586-79-6 (平裝) 

NT$1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海洋動物圖鑑小百科 / YOUNG 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兒童百科 ; 3) .-- ISBN 

978-986-97767-6-9 (平裝) NT$32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陸地動物圖鑑小百科 / YOUNG 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811 .-- 144

面; 23 公分 .-- (兒童百科 ; 4) .-- ISBN 

978-986-97767-7-6 (平裝) NT$32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激進美術館學 : 當代美術館的當代

性 / 畢莎普(Claire Bishop)作 ; 王聖智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行出版, 

10810 .-- 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7-0-4 (平裝) NT$260  

1.博物館學  069  

普通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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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心影錄節錄 / 梁啟超著 .-- 台四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196 面; 21 公分 .-- (飲冰室叢書) .-- 

ISBN 978-957-8595-91-0 ( 平 裝 ) 

NT$300  

1.言論集  072.8  

一無所懼走向世界 : 六十年來所見

所思 / 高希均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09 .-- 432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479) .-- 

ISBN 978-986-479-829-2 ( 精 裝 ) 

NT$450  

1.言論集  078  

妙台灣 : 溫柔聯繫台日的觀察者 / 一

青妙著 ; 張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888-4 ( 平 裝 ) 

NT$320  

1.言論集  078  

昨是今是 / 顏慶章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書林, 108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5-864-6 ( 精 裝 ) 

NT$450  

1.社論 2.言論集  078  

追尋文思匯流之所 : <<萬象>>憶舊 / 

萬象雜誌社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0 .-- 

338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62)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3-4 

(平裝) NT$420  

1.言論集  078  

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 林嘉誠政經論 / 

林嘉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

家,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Do

觀點 ; 60) .-- BOD 版 .-- ISBN 978-

986-97800-2-5 (平裝) NT$280  

1.言論集  078  

演員的面具 / 王大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810 .-- 214 面; 23 公

分 .-- (王大智作品集 ; 9900A05)(青

演堂叢稿. 五輯. 隨筆) .-- ISBN 978-

986-478-315-1 (平裝) NT$260  

1.言論集  078  

樂在分享. 第十集 : 誓願老不休-八

十生涯瞅睬 / 楊清國著 .-- 金門縣金

城鎮 : 楊清國, 10810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01-3 (精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壇經旁注 / 陳玉峯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愛智,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山林書院叢書 ; 30) .-- ISBN 978-957-

608-537-6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群經 

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第九屆 / 林慶彰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0810 .-- 385 面; 23 公

分 .-- (經學研究叢書. 臺灣高等經學

研討論集叢刊) .-- ISBN 978-986-478-

312-0 (平裝) NT$50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總論 

中國哲學與哲學在台灣 / 中國哲學

會著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76

面; 21 公分 .-- (中國哲學會學術集

刊 ; 3) .-- ISBN 978-957-763-704-8 (平

裝) NT$380  

1.哲學 2.文集  107  

學術思想概論 

「米兔」在中國  / 思想編委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09 .-- 

374 面; 21 公分 .-- (思想 ; 38) .-- 

ISBN 978-957-08-5392-6 (平裝)  

1.學術思想 2.文集  110.7  

儒佛道思想家與中國思想文化 / 洪

修平主編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812 .-- 冊 .-- (鳳凰文庫 ; PHH027-

PHH028) .-- ISBN 978-986-388-111-7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

388-112-4 ( 下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388-113-1 (全套:平裝) 

NT$850  

1.學術思想 2.中國文化  112  

中國哲學 

培養國際化人才的軟實力,日本大學

生這樣讀哲學. 中國哲學篇 / 小川仁

志著 ; 余亮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8-041-9 (平裝)  

1.中國哲學  120  

白陽易經講解本. 三, 君子人的時代 / 

林榮澤講述 ; 書苑編輯室整理 .-- 初

版 .-- 新北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 : 

易書齋發行, 10809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172-3-6 (平裝) 

NT$340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八, 夬卦、姤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09 .-- 1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649-66-7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七, 損卦、益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09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649-65-0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六, 蹇卦、解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09 .-- 16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649-64-3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儒學簡說 / 徐醒民撰 .-- 臺中市 : 中

市佛教蓮社, 10809 .-- 25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325-7-4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大義 / 吳汝綸撰 ; 吳闓生注 .-- 

台 四 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書 局 , 

10811 .-- 176 面; 21 公分 .-- (中華國

學叢書) .-- ISBN 978-957-8595-86-6 

(平裝) NT$3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周易講義. 第二冊 / 王肇崑作 .-- 臺

北市 : 王肇崑, 10810 .-- 30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43-

7092-4 (平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經 : 注釋與論證 / 廖慶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廖慶六, 10809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11-

5 (精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從易經解心經 / 劉君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168 面; 

23 公分 .-- (劉君祖易經世界 ; 20) .-- 

ISBN 978-986-5406-17-2 ( 平 裝 ) 

NT$300  

1.易經 2.般若部 3.研究考訂  121.17  

圖解易經 / 祖行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華威國際, 10811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75-27-5 (平裝)  



7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經與論語. 第五卷 / 吳秋文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易立文化, 10809 .-- 

4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83060-9-7 (精裝) NT$700  

1.論語 2.易經 3.注釋 4.研究考訂  

121.222  

串起來講論語大易 / 許仁圖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河洛圖書,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548-1-1 (平裝) NT$200  

1.論語 2.易經 3.研究考訂  121.227  

<<大學>>廣義 / 潘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8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12-0 (平

裝) NT$320  

1.大學(經書) 2.注釋  121.2512  

孟子文法讀本 / 吳闓生評點 ; 高步瀛

集解 .-- 台三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356 面; 21 公分 .-- (中華國

學叢書) .-- ISBN 978-957-8595-88-0 

(平裝) NT$400  

1.孟子 2.注釋  121.262  

中國第一經 : 老子 / 秦榆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09 .-- 

320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30) .-

- ISBN 978-986-392-291-9 ( 平 裝 ) 

NT$32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易經和道德經裡的生活信念 : 老子

易道社會主義民族信仰體系解析 / 

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耿大祥, 

108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3-7 (平裝) NT$350  

1.道德經 2.易經 3.注釋 4.研究考訂  

121.311  

*易經和道德經裡的生活信念 : 老子

易道社會主義民族信仰體系解析 / 

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耿大祥, 

10809 .-- 336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57-43-7034-4 (平裝) 

NT$350  

1.道德經 2.易經 3.注釋 4.研究考訂  

121.311  

莊子寓言選錄 / 蘇志誠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

合發行, 108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79-90-0 ( 平 裝 ) 

NT$280  

1.莊子 2.研究考訂 3.寓言  121.337  

毓老師講<<人物志>> / 愛新覺羅毓

鋆講述 ; 蔡宏恩, 許晉溢筆錄 .-- 初

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發行, 10809 .-- 冊 .-- (奉元講義 ; 

3) .-- ISBN 978-986-96992-7-3 (全套:

平裝) NT$780  

1.人物志 2.注釋  123.11  

走在朱子之路上 : 二十年知性之旅

的傳承、弘揚與創新 / 朱茂男口述 ; 

陳榮裕採訪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立文創企業, 10810 .-- 304 面; 23

公分 .-- (企管 idea ; 9) .-- ISBN 978-

986-92794-7-5 (平裝)  

1.朱子學 2.文集  125.507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 / 梁啟超著 .-- 

台 二 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書 局 , 

10811 .-- 56 面; 21 公分 .-- (飲冰室叢

書) .-- ISBN 978-957-8595-89-7 (平裝) 

NT$25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學者,覺也 : 羅近溪哲學研究 / 沈鴻

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1 .-- 10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

究叢刊. 學術思想叢刊 ; 701019) .-- 

ISBN 978-986-478-314-4 ( 平 裝 ) 

NT$200  

1.(明)羅汝芳 2.學術思想 3.明代哲學  

126.6  

東方哲學 

善的研究 / 西田幾多郎著 ; 黃文宏譯

注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810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76-6 (平裝) NT$500  

1.西田幾多郎 2.學術思想 3.日本哲

學  131.94  

西洋哲學 

社會契約論  / 讓 -雅克 .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著 ; 徐百齊, 丘瑾璋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

705-5 (平裝) NT$450  

1.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

1778) 2.學術思想 3.西洋哲學  

146.42  

差異與重複 : 法國當代哲學巨擎德

勒 茲 畢 生 代 表 作  / 德 勒 茲 (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作 ; 江薦新, 廖芊

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448 面; 

21 公分 .-- (地球觀 ; 53) .-- ISBN 978-

986-384-382-5 (精裝)  

1.德勒茲(Deleuze, Gilles, 1925-1995) 2.

學術思想 3.哲學  146.79  

心理學 

不 加 油 也 沒 關 係  / 瑪 姬 . 凡 艾 可

(Maggy Van Eijk)著 ; 林麗雪, 吳盈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0-8 

(平裝) NT$330  

1.心理衛生 2.生活指導  172.9  

失去山林的孩子 : 震撼全美教育界,

搶救科技冷漠小孩,治癒「大自然缺

失 症 」 的 最 佳 處 方  / 理 查 . 洛 夫

(Richard Louv)著 ; 郝冰等譯 .-- 三

版 .-- 新北市 c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1 .-- 328 面; 23 公分 .-

- (野人家 ; 41) .-- ISBN 978-986-384-

379-5 (平裝)  

1.兒童心理學 2.環境心理學 3.自然

環境 4.生態教育  173.1  

發生認識論 : 人類認知與知識建構

的發生學原理 / 皮亞傑(Jean Plaget)

著 ; 李政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811 .-- 248 面; 21 公分 .-- (經典

名著文庫 ; 100) .-- ISBN 978-957-763-

679-9 (平裝) NT$320  

1.皮亞傑(Piaget, Jean, 1896-1980) 2.兒

童心理學 3.認知心理學  173.1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 張瑞鑾, 胡育

如, 蔡子瑜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2 .-- 28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7890-5-9 (下冊:平裝)  

1.發展心理學 2.嬰兒心理學 3.兒童

發展  173.6  

逃避也是一種策略 : 讓內向、安靜

的高敏感族,重新找回自我、突破社

交障礙 / 岡田尊司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

031-5 (平裝) NT$320  

1.神經質性格 2.生活指導  173.73  

安靜,就是力量 : 內向者如何發揮積

極的力量 / 蘇珊.坎恩(Susan Cain)著 ; 

沈耿立, 李斯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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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流, 108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50-9 ( 平 裝 ) 

NT$350  

1.內向性格 2.人際關係  173.761  

夢之心理學 / 柯永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8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60-

5 (平裝) NT$750  

1.夢 2.精神分析學  175.1  

30 秒集中力法則 / 森健次朗著 ; 林

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

周刊,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778-86-4 ( 平 裝 ) 

NT$300  

1.注意力 2.成功法  176.32  

斜槓人生不可忽視的專注力 : 99%成

功的人贏在比你專心 / 藤野敬介著 ; 

王美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7-0 (平裝)  

1.注意力 2.成功法  176.32  

大腦的記憶鍛鍊 : 提高學習效率、

強化腦連結、提升理解力、增進長

期記憶 / 風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光文化,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288-0-2 ( 平 裝 ) 

NT$250  

1.記憶 2.健腦法  176.33  

胡思亂想的爆發力  / 斯里尼 .皮雷

(Srini Pillay)著 ; 謝樹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55-4 (平裝) 

NT$360  

1.創造力 2.自我實現  176.4  

闇黑情緒 : 接納憤怒、憂鬱、焦慮、

嫉妒、羞愧、絕望、恐懼,你會更茁

壯與強大 / 邱淳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0810 .-- 320 面; 22 公

分 .-- (Vision ; 186) .-- ISBN 978-986-

406-169-3 (平裝) NT$360  

1.情緒 2.情緒管理  176.5  

痛苦是可以分享的嗎? : 與痛苦共存

的自我省察 / 嚴基浩作 ; 黃子玲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55) .-- ISBN 

978-986-344-693-4 (平裝)  

1.痛苦 2.心靈療法  176.51  

卸下自責,別為難自己 : 對情緒勒索、

高敏感免疫,不再讓罪惡感綁架你的

人生 / 根本裕幸著 ; 林美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59) .-- ISBN 978-986-507-058-8 (平裝) 

NT$320  

1.情緒管理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6.52  

悲慟的保存期限 : 時間無法改變的

事,最後改變了我們 / 諾拉.麥肯納利

(Nora McInerny)著 ; 朱靜女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0 .-- 

196 面; 19 公分 .-- (新視野 ; 37) .-- 

ISBN 978-986-398-486-3 ( 平 裝 ) 

NT$300  

1.悲傷 2.失落  176.52  

成功者偷偷在做的 101 種好習慣 / 

哈伯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1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69-8 

(平裝) NT$250  

1.習慣心理學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74  

智商稅 / 高德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Biz ; 

312) .-- ISBN 978-957-9654-44-9 (平裝) 

NT$340  

1.行為心理學 2.思考  176.8  

讀人 : 十秒鐘成為知己知彼的人際

贏 家  / 喬 艾 琳 . 狄 米 曲 斯 (Jo-Ellan 

Dimitrius), 馬 克 . 馬 札 瑞 拉 (Mark 

Mazzarella), 溫 蒂 . 馬 札 瑞 拉 (Wendy 

Patrick Mazzarella)作 ; 張芃, 褚耐安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中國生產力, 

10809 .-- 4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254-81-9 (平裝) NT$450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3.個性  

176.8  

1 秒鐘,預見你的下一步 : 「我懂你」

ICU 潛意識溝通圖卡書:你不說的,我

都知道 / 沈唐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木蘭文化, 10810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068-3-7 (平裝) 

NT$380  

1.潛意識 2.溝通 3.心理諮商  176.9  

情感,我懂你 : ICU 潛意識溝通專家

的 62 則感情筆記 / 沈唐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木蘭文化,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068-2-0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

96068-4-4 (精裝) NT$799  

1.潛意識 2.溝通 3.情感  176.9  

愛說謊 : 騙子的培養學 / 艾瑞克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811 .-

- 272 面; 21 公分 .-- (What's look) .-- 

ISBN 978-957-0443-70-7 ( 平 裝 ) 

NT$380  

1.說謊 2.欺騙  177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 Julia T. Wood

著 ; 游梓翔, 溫偉群, 劉文英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8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82-59-8 (平裝)  

1.人際傳播 2.人際關係 3.溝通技巧  

177.1  

「零」導學 : 10 大激勵翻轉課,不怕

打掉重來的行動指南 / 林德嘉作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博 思 智 庫 , 

10810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65-1-0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內心的太陽一直都在 / 許峰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生 ; 159) .-- 

ISBN 978-986-175-539-7 ( 平 裝 ) 

NT$26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正向轉變 / 凱瑟琳.珊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著 ; 周宜芳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身心

成長 B&S ; 2) .-- ISBN 978-986-97445-

7-7 (平裝) NT$4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你相信,所以你成功 : 全球頂尖的成

功學大師教你克服懷疑,揮別過去,釋

放潛能 / 博恩.崔西(Brian Tracy), 克

莉絲蒂娜.史坦(Christina Stein)著 ; 汪

春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87-6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別做最後一個傻子 : 博奕高手養成

手冊 / 李世賢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讀品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

分 .-- (POWER 系列 ; 56) .-- ISBN 

978-986-453-109-7 (平裝) NT$260  

1.成功法 2.博奕論  177.2  

防彈成功法則 / 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著 ; 王婉卉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8-5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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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功法 2.快樂 3.生活指導  177.2  

妳可以狼狽跌倒,但一定要優雅起身 : 

法國大齡女子快樂 X 自信的祕密,關

於愛情、生活與家庭 / 米蓮.德克洛

(Mylène Desclaux)作 ; 思謐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29) .-- 

ISBN 978-986-248-845-4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活得漂亮,也要耐髒 / 陶瓷兔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系列 ; 

16) .-- ISBN 978-957-9054-38-6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3.通俗作品  

177.2  

為愛情造新命 : 扭轉關係體質,成為

幸福好命女 / 林家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81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65-3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兩性關係  177.2  

面對生命的十個感動 : 10 個生命轉

變的故事+10X10 句感動生命的話語,

帶你走出低谷迎向光明的明天 / 王

譽霖等作 ; 賈俊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布克閱讀 ; 1BE) .-- ISBN 

978-986-5405-13-7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3.個案研究  

177.2  

柴犬 MARU 的幸福論 / 小川仁志作 ; 

張翡臻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

社文化,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04-7 ( 平 裝 ) 

NT$300  

1.生活指導 2.幸福  177.2  

習慣影響人生 : 3 個月 x71 個新觀點,

打造全新的自己 / 吉井雅之著 ; 張智

淵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45-8-4 (平裝) NT$350  

1.生活指導 2.成功法 3.習慣  177.2  

越活越勇敢,我是朴末禮 : 72 歲網紅

阿嬤重生的勇氣 / 朴末禮, 金宥拉著 ; 

李佩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812 .-- 33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196) .-- ISBN 978-957-658-251-6 

(平裝) NT$420  

1.生活指導 2.老年  177.2  

解放源力 : 美國頂尖神經科學家教

你釋放大腦潛力,達成你的理想生活 

/ 塔拉.史瓦特(Tara Swart)著 ; 郭騰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SKY 系列 ; 6) .-- 

ISBN 978-986-98128-0-1 ( 平 裝 ) 

NT$360  

1.自我實現 2.生理心理學 3.潛能開

發  177.2  

會思考,就不會有煩惱 : 用思考擊敗

你所有的難題 / 林奈奈著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 (補給人生 ; 82) .-- ISBN 978-986-

98203-0-1 (平裝) NT$280  

1.生活指導 2.思考  177.2  

萬能金鑰 / 查爾斯.哈尼爾(Charles F. 

Haanel)著 ; 周玉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野人家 ; 

190) .-- ISBN 978-986-384-383-2 (平裝)  

1.成功法 2.思考  177.2  

想翻轉工作跟人生,先做好 99.9%的

output / 金川顯教著 ; 楊毓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Job ; 5) .-- ISBN 978-986-98149-2-8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駕馭不適圈 : 成功人士跳脫舒適、

超越痛苦都在用的 123 間歇心法 / 

法拉.史托(Farrah Storr)著 ; 閻蕙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

系列 ; 57) .-- ISBN 978-986-507-051-9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人際挫折與孤獨 ,都來自「童年傷

痕」 : 傷你最深的往往是家人!人際

心理師教你解除「依戀魔咒」,讓愛

不再變傷害 / 中野日出美作 ; 林妍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44-3 (平裝) NT$300  

1.人際關係 2.依附行為 3.心理創傷  

177.3  

他人的力量 : 如何尋求受益一生的

人際關係 /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

著 ; 譚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新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經

營管理 ; 157) .-- ISBN 978-986-97836-

4-4 (平裝) NT$360  

1.人際衝突 2.人際關係 3.組織行為  

177.3  

你的善良和你的鋒芒 / 馬一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

773-2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別跟自己過不去 / 宋洪潔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成功講座 ; 353) .-

- ISBN 978-986-392-294-0 ( 平 裝 ) 

NT$28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披著羊皮的狼 / 喬治.西門(George K. 

Simon)著 ; 王傳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久石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

分 .-- (Learning ; 45) .-- ISBN 978-986-

97614-1-3 (平裝) NT$300  

1.人際關係 2.心理學  177.3  

為什麼我們總是成全別人 ,委屈自

己? : 你是討好型人格嗎? / 黃志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AHT0020) .-- 

ISBN 978-986-97936-4-3 ( 平 裝 ) 

NT$35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提升你的交際魅力 100 招 : 一學就

會的社交心理學 / 宋天天編著 .-- 修

訂 一 版  .-- 新 北 市  : 菁 品 文 化 ,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創智系

列 ; 126) .-- ISBN 978-986-97881-7-5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諮 商 要 素 手 冊  / 

Catherine P. Cook-Cottone, Linda S. 

Kane, Laura M. Anderson 著 ; 陳滿樺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輔導諮商系列 ; 

21123) .-- ISBN 978-986-191-886-0 (平

裝) NT$200  

1.心理諮商 2.兒童心理學 3.青少年

心理  178.4  

為何你總是會受傷 : 資深心理諮商

師分析精神案例,全面梳理關係中的

傷口 / 武志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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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潮,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暢

銷精選 ; 77) .-- ISBN 978-986-259-

063-8 (平裝) NT$300  

1.心理諮商 2.通俗作品  178.4  

圖解諮商倫理 / 邱珍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136 面; 23 公

分 .-- (圖解系列) .-- ISBN 978-957-

763-651-5 (平裝) NT$280  

1.諮商 2.專業倫理  178.4  

美學 

南方美學講座系列. III, 影像熵:如是

說 / 楊偉中, 陳昭吟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生活美學館, 108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5-08-2 (平

裝) NT$200  

1.生活美學 2.文集  180.7  

倫理學 

道德哲學理論 / 任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3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1-942-1 (平裝) NT$350  

1.倫理學  190  

不要再委屈了! 別讓委屈求全變成一

種習慣,必學的 20 堂人生突破法則 / 

姜愛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企, 

10810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65-7-3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191.9  

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 凱特王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

7986-9 (平裝) NT$330  

1.人生哲學  191.9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 成為自己的

七堂課 / 丁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3-7955-5 ( 平 裝 ) 

NT$36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勇敢層級 : 用你喜歡的方式,活出你

自己 / 紫嚴導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199-73-5 ( 平 裝 ) 

NT$32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家門沒上鎖 / 潘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05-11-3 ( 平 裝 ) 

NT$36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黃越綏的解憂攻略 : 換角度看人生,

轉個念心境開 / 黃越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

05-3235-7 (平裝) NT$399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樹懶的逆襲 : 當競爭成為事實,耍廢

就是義務! / 湯.麥(Ton Mak)文.圖 ; 鄭

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128 面; 18 公分 .-- (Fun 系

列 ; 65) .-- ISBN 978-957-13-7991-3 

(精裝) NT$300  

1.人生哲學  191.9  

世語欣說 : 一位退休中產階級人生

的看法 / 易善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黎明文化, 10809 .-- 1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6-0907-2 (平裝) 

NT$200  

1.人生哲學 2.文集  191.907  

一年學會一件事 / 海可.法樂(Heike 

Faller)作 ; 韓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1 .-- 260 面; 28

公分 .-- (美好生活 ; 10) .-- ISBN 978-

986-398-485-6 (平裝) NT$650  

1.生活指導 2.生活態度  192.1  

天啟 / Samantha 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8-898-6 (精裝) 

NT$350  

1.靈修  192.1  

生命之歌 : 掌握生命節奏 / 許世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世紀美學,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心靈符

號 ; 6) .-- ISBN 978-986-98345-3-7 (平

裝)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生命的新詮釋 : 我就是光,看不見的

存在 / 宋培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810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79-88-7 (平裝) NT$250  

1.靈修  192.1  

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 吳詠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人生視野 ; 66) .-- 

ISBN 978-986-411-107-7 ( 平 裝 ) 

NT$2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當下力量的靜心導引 / 艾克哈特.托

勒(Eckhart Tolle)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

行, 10810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08-5 (平裝) NT$380  

1.靈修  192.1  

奧卡姆剃刀原理 / 司馬庫斯著 .-- 臺

北市 : 種籽文化,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1-0-1 (平

裝)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慧心 簡單的說才是真話 / 鄒慧心

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 10809 .-- 

210 面; 19 公分 .-- (經典系列 ; 1) .-- 

ISBN 978-986-96187-3-1 ( 平 裝 )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靜心.淨心 / 洛桑加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59-3 

(平裝) NT$380  

1.靈修 2.心身醫學 3.生活指導  

192.1  

小蘋果和太陽森林的夥伴們 : 說到

做到,守信用 / 太田知子著 ; 劉姍珊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81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188-9 (平裝)  

1.修身 2.兒童教育 3.繪本  192.11  

丹妮婊姐麻口不辣心說話術 / 丹妮

婊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39-70-1 ( 平 裝 ) 

NT$35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不懂提問,哪來一帆風順? : 高手教你

提升自我、拉近關係 / 韓根太著 ; 何

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第一本 ; 

908) .-- ISBN 978-986-137-284-6 (平裝) 

NT$28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卡內基超人氣說話術 / 卡內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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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

768-8 (平裝) NT$32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漫畫  

192.32  

回話的態度 : 爭執、回答不清,是因

為「太熟」,還是不經思考的「壞習

慣」 / 櫻井弘著 ; 林佑純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2 .-- 

240 面 ; 21 公 分  .-- ( 優 渥 叢

書)(Business ; 63) .-- ISBN 978-957-

8710-44-3 (平裝) NT$280  

1.說話藝術 2.人際關係  192.32  

為什麼你說的話都沒人聽? : 讓人

「聽得懂」也「懂得聽」的說話之

道 / 小川直樹著 ; 李靜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315) .-

- ISBN 978-957-13-7967-8 ( 平 裝 ) 

NT$300  

1.說話藝術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92.32  

關鍵 60 秒 : 菁英式說服力 / 鄭家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512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763-678-2 (平裝) NT$55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一句話一輩子 : 人生的真情話 / 李育

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

啟視路 ; 20) .-- ISBN 978-986-97990-

2-7 (平裝) NT$260  

1.格言  192.8  

托爾斯泰格言集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7-5-3 (平裝)  

1.托爾斯泰(Tolstoy, Leo, graf, 1828-

1910) 2.格言  192.8  

宗教金言集 / 張鳴編 .-- 臺北市 : 張

鳴, 10809 .-- 45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8-2 (平裝)  

1.勸善 2.修身  192.9  

孝說 : 百孝經孝悌故事 / 劉佩榕編

著 ; 吳忠穎插圖 .-- 初版 .-- 南投縣草

屯鎮 : 光慧文化, 10809 .-- 192 面; 23

公分 .-- (經典故事兒童叢書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768-74-4 

(平裝) NT$200  

1.孝悌  193.3  

死亡否認 / 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著 ; 林和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家, 遠足文化, 10810 .-- 368 面; 

22 公分 .-- (Common ; 53) .-- ISBN 

978-957-9542-81-4 (平裝) NT$450  

1.生死學 2.死亡 3.生命哲學  197  

貪生不怕死 : 念念分明 來去自如 / 

曾廣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

化, 10811 .-- 238 面; 21 公分 .-- (愛.生

命 ; 13) .-- ISBN 978-986-97968-3-5 

(平裝) NT$300  

1.生死觀 2.生命哲學  197  

宗教類 

總論 

宗教法制與宗教自由覺醒 : 從國土

計畫法與宗教用地談起 / 釋淨耀等

合著 ; 吳旻錚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永然文化, 10810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85-477-6 (平裝) 

NT$300  

1.宗教法規 2.宗教自由 3.國土利用

法規 4.論述分析  201  

宗教學 

宗教心理學之人文詮釋  / 蔡怡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5407-7 (精裝)  

1.宗教心理 2.人文思想  210.14  

和平推手 混元禪師 / 混元禪師講述 ; 

方鵬程作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文

化院, 10810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088-39-1 (平裝)  

1.宗教哲學 2.宗教文化 3.和平  211  

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 / 李孝

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405-3 (平裝)  

1.宗教文化 2.明清史 3.文集  214.07  

佛教 

弘一大師 : 李叔同說佛 / 李叔同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810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381-207-4 (平裝) NT$320  

1.佛教 2.文集  220.7  

佛法東來 : 鳩摩羅什與達摩祖師 / 張

家麟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宗

教與社會協會, 10809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77-9-3 (平

裝)  

1.佛教 2.文集  220.7  

維摩佛學論著集. 三 / 林律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09 .-- 

244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24) .-- ISBN 978-986-314-486-1 (平裝) 

NT$340  

1.佛教 2.文集  220.7  

圓頓心要 / 玄妙法師集錄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乘基金會, 10809 .-- 

160 面 ;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B180) .-- ISBN 978-986-98104-1-8 (平

裝)  

1.佛經  221.09  

大方廣佛華嚴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岡數位文化, 10809 .-- 冊 .-- ISBN 

978-957-794-183-1 (全套:精裝)  

1.華嚴部  221.2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偈 .-- 初版 .-- 

臺南市 : 憶母堂, 10812 .-- 8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5109-2-9 (精

裝)  

1.華嚴部  221.2  

福慧自在 : <<金剛經>>講記與<<金

剛經>>生活 / 聖嚴法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30-2 

(平裝) NT$250  

1.般若部  221.44  

法華經者的話 / 釋悟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810 .-- 冊 .-- 

(看世界的方法 ; 158-159) .-- ISBN 

978-986-98188-0-3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98188-1-0 

(下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

98188-2-7 (全套:平裝) NT$760  

1.法華部  221.5  

妙法蓮華經六首咒研究 / 楊毓華, 林

光明, 星林行者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嘉豐, 10810 .-- 60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513-8-2 ( 精 裝 ) 

NT$499  

1.法華部  221.51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 藥師

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 (大唐)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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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玄奘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 華 一 乘 顯 密 文 化 交 流 協 會 , 

10809 .-- 2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5099-8-5 (精裝)  

1.經集部  221.712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 藥師

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 地藏菩薩

本願經 /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一乘顯密

文化交流協會, 10809 .-- 4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268-0-8 (精

裝)  

1.經集部 2.方等部  221.712  

*佛藏經講義. 第二輯 / 平實導師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8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038-1-6 (平裝) NT$300  

1.經集部  221.733  

<<悲華經>>兩種譯本比對暨研究 / 

果濱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09 .-- 636 面; 23 公分 .-- 全彩版 .-

- ISBN 978-986-478-310-6 ( 精 裝 ) 

NT$1080  

1.本緣部  221.86  

<<悲華經>>釋迦佛五百大願解析 / 

果濱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09 .-- 173 面; 26 公分 .-- 全彩版 .-

- ISBN 978-986-478-311-3 ( 精 裝 ) 

NT$360  

1.本緣部  221.86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

要門經 / (北天竺國)三藏沙門無能勝

譯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真佛宗, 

10809 .-- 144 面; 26 公分 .-- 漢語拼音

版 .-- ISBN 978-986-6149-04-7 (精裝) 

NT$300  

1.密教部  221.92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二十 / 徐醒

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809 .-- 2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63-6 (平裝)  

1.密教部  221.94  

不退獅子吼 : 以現前道闡釋<<大乘

無上續論>>如來藏義之釋論 / 彌勒

菩薩原典 ;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

耶釋論 ; 施心慧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化育文教基金會, 10810 .-- 525

面; 22 公分 .-- (了義寶藏 ; 7) .-- ISBN 

978-986-98319-0-1 (平裝)  

1.瑜伽部  222.13  

<<往生論註>>與佛經論典之研究 / 

果濱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09 .-- 538 面; 23 公分 .-- 全彩版 .-

- ISBN 978-986-478-313-7 ( 精 裝 ) 

NT$750  

1.淨土宗 2.方等部  222.24  

梵網菩薩戒說戒儀軌 / 惟俊比丘尼

彙編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南林, 

10809 .-- 111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83183-6-6 (平裝)  

1.律藏  223.11  

梵網菩薩戒說戒儀軌(居士版) / 惟俊

比丘尼彙編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

鄉 : 南林, 10809 .-- 7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83183-7-3 (平裝)  

1.律藏  223.11  

沙彌律儀要略講記 : 歷年傳戒錄彙

編 / 道源長老講述 .-- 臺北市 : 佛陀

基金會, 10810 .-- 9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14-83-8 (精裝)  

1.佛教 2.傳戒  224.11  

授三歸五戒八戒正範 .-- 初版 .-- 臺

南市 : 和裕, 10810 .-- 128 面; 21 公

分 .-- (法藏叢書 ; C272) .-- ISBN 978-

986-97777-3-5 (平裝) NT$100  

1.佛教 2.傳戒  224.11  

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學設計彙編. 2 / 

香光尼眾佛學院主編 .-- 初版 .-- 嘉

義市 : 香光書鄉, 10810 .-- 240 面; 26

公分 .-- (法住叢書 ; 4) .-- ISBN 978-

957-8397-56-9 (平裝)  

1.佛教教育 2.教學設計  224.23  

感悟 : 心的觸動與醒覺 / 釋慧證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0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358-892-4 (平裝) NT$220  

 224.512  

*莫忘那些年那些事  / 慈濟月刊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08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726-75-1 (平裝)  

 224.517  

<<龍樹親友書>>直譯漢藏五家合集

摘注接蒙 / 龍樹菩薩作 ; 圖登尼瑪編

譯 .-- 初版 .-- 新竹縣寶山鄉 : 聆雅數

位文化, 10810 .-- 200 面; 26 公分 .-- 

( 法 會 寶 典  ; 1) .-- ISBN 978-986-

90450-4-9 (平裝附光碟片) NT$270  

 224.518  

藏佛之美 / 洪三雄等作 ; 洪三雄, 洪

紹凡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雙清文教

基金會, 10809 .-- 263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7487-1-1 (平裝)  

1.佛教藝術 2.文集  224.5207  

胎藏曼荼羅簡介 / 徹聖金剛上師講

述 ; 李美慧, 林錦慧, 楊鈞凱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大乘佛學會, 

10809 .-- 280 面; 26 公分 .-- (大乘叢

書 ; 第 38 號) .-- ISBN 978-986-88731-

8-6 (精裝)  

1.佛像 2.佛教藝術  224.6  

觀音在西藏 : 遇見世間最美麗的佛

菩薩 / 邱常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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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320 面; 

22 公分 .-- (朝聖系列 ; JK0003) .-- 

ISBN 978-986-97998-3-6 (平裝)  

1.朝聖 2.觀世音菩薩 3.寺院 4.西藏

自治區  224.9  

空月集 / 釋悟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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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0 .-- 

350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系列 ; 

JB0135) .-- ISBN 978-986-97998-5-0 

(平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  

山海天人 : 心遊法界 / 釋心道作 .-- 

參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10809 .-- 10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97888-3-0 (平裝) NT$550  

1.佛教說法  225.4  

靜思語. 第五集 / 釋證嚴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脈叢書. 靜思語

錄) .-- ISBN 978-986-98269-1-4 (平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靜思語三十周年紀念(典藏版) / 釋證

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0 .-- 608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

脈叢書. 靜思語錄) .-- ISBN 978-986-

98269-0-7 (精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一九年, 秋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811 .-- 768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

脈叢書. 衲履足跡) .-- ISBN 978-986-

98182-2-3 (精裝) NT$400  

1.佛教教化法  225.42  

大悲出相 /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 初

版  .-- 新北市  : 徹聖文化基金會 , 

10809 .-- 148 面; 21 公分 .-- (生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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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系列 ; 8 號) .-- ISBN 978-986-

97829-0-6 (平裝)  

1.佛教修持 2.寺廟  225.7  

皈依 / 釋心道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 靈鷲山般若基金

會發行, 10809 .-- 116 面; 21 公分 .-- 

(基礎佛法系列 ; 3) .-- ISBN 978-986-

97888-4-7 (精裝)  

1.佛教修持  225.7  

浮生若夢 : 與佛接心 人生處處有驚

喜 / 安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五

坊回憶文創, 10810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694-0-8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25.7  

禪妙 : 生命靈性的幸福起手式 / 四三

先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時報

悅讀 ; 29) .-- ISBN 978-957-13-7979-1 

(精裝) NT$500  

1.佛教修持  225.7  

入流亡所 : 聽一聽.悟、修、證<<楞

嚴經>> / 頂峰無無禪師著 ; 天真法

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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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288 面; 22 公分 .-- 

(眾 生  ; JP0163) .-- ISBN 978-986-

97998-4-3 (平裝)  

1.佛教修持 2.佛教說法  225.87  

生命故鄉的呼喚. 1, 讓心活起來 / 海

雲繼夢著 .-- 1 版 .-- 臺北市 : 空庭書

苑,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99-8-9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  / 智廣阿闍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一乘顯密

文化交流協會, 10809 .-- 184 面; 23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

95099-9-2 (平裝) NT$32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怎麼看 /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

著 ; 張怡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811 .-- 128 面; 18 公分 .-- 

(Smile ; 164)(跟一行禪師過日常) .-- 

ISBN 978-986-5406-21-9 ( 平 裝 ) 

NT$16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從心溝通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0812 .-- 144 面; 26

公分 .-- 大字版 .-- ISBN 978-957-598-

832-6 (平裝) NT$150  

1.佛教修持 2.人際關係 3.溝通技巧  

225.87  

獄見佛陀 : 在最痛苦的時候,也能得

到幸福與喜悅,23 個見證奇蹟的故事 

/ 呂強著 ; 心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64-6 ( 平 裝 ) 

NT$34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居士 50 問 /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

831-9 (平裝) NT$160  

1.居士 2.佛教修持  225.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9 / 陳一標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嚴蓮社,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7520-9-1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8353-0-5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8353-1-2 (全套:

平裝)  

1.華嚴宗 2.文集  226.307  

淨土法門總持咒 : 上品往生之要 / 念

翼居士著 .-- 再版 .-- 高雄市 : 高市念

佛禪學會,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 (念佛禪正法叢書 ; 94) .-- ISBN 978-

986-91188-4-2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修持 3.咒語  226.55  

神會禪師的悟境 / 聖嚴法師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81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

829-6 (平裝) NT$220  

1.禪宗  226.6  

入道捷徑 : 解說禪宗重要開示<<潙

山警策>> / 妙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賽斯文化, 10810 .-- 320 面; 21 公

分 .-- (妙參作品 ; 12) .-- ISBN 978-

986-97920-2-8 (平裝) NT$3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遺忘力 / 平井正修著 ; 葉廷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遠足文化

出版,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認

真生活 ; 5) .-- ISBN 978-986-97211-9-

6 (平裝) NT$3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的智慧與生活 : 話說<<六祖壇經

>> / 胡順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 10812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095-4 ( 平 裝 ) 

NT$350  

1.六祖壇經 2.禪宗 3.佛教說法  

226.65  

華陽之誓 : 池田 SGI 會長指導集 / 

日本創價學會女子部編著 ; 台灣創

價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創價

文教基金會, 10809 .-- 144 面; 19 公

分 .-- (女性叢書 ; 15) .-- ISBN 978-

957-9566-38-4 (平裝) NT$180  

1.日本創價學會女子部 2.文集  

226.87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 文白並列本.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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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8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66-32-2 (精裝) NT$750  

1.佛教說法 2.佛教信仰錄  226.875  

業的力量 / 查列嘉貢仁波切(Traleg 

Kyabgon)作 ; 噶瑪策凌卻準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廣文化, 10811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7078-96-4 (平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因果  226.96  

修 行 的 第 一 堂 課  / 達 賴 喇 嘛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著 ; 丁乃竺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人文思潮系列 ; 

138) .-- 大字經典樂讀版  .-- ISBN 

978-986-134-349-5 (平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彩虹的壇城 / 恭秋琶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出版 : 紅螞

蟻圖書發行, 10809 .-- 272 面; 23 公

分 .-- (樂信仰 ; 15) .-- ISBN 978-957-

9036-18-4 (平裝) NT$35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開啓初學者眼眸之善說 / 達賴喇嘛

尊者作 ; 顙東仁波切講授 ; 滇津顙摩

中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如意寶

影音流通佛學會,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484-3-0 (平

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說法 3.佛教修持  

226.965  

道教 

心的方向 / 泓成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19)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5670-92-4 ( 平 裝 )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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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教修鍊  235  

火龍丹道真傳真詮 : 葫蘆、龍與天

人合一 / 趙煥臻, 歐陽有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崇賢館文創 , 

108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95-14-0 (平裝) NT$800  

1.道教修鍊 2.氣功  235  

揭開道家內丹功千年之謎 / 張洪生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2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70-4 ( 平 裝 ) 

NT$399  

1.道教修鍊  235.2  

全真七子修行之道 / 梁淑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津, 10808 .-- 456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310) .-- 

ISBN 978-986-339-073-2 ( 平 裝 ) 

NT$590  

1.道教宗派 2.道教修鍊  236.2  

基督教 

來自父親的禮物 : 在聖經心理學中

擁抱生命蛻變的關係 / 商志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71-4 (平裝) NT$380  

1.基督教 2.宗教心理 3.聖經研究  

240.14  

我的小小聖經故事書 / 莉茲.瑞本斯

(Lizzie Ribbons)著 ; 寶拉.柏托里尼.

格魯丁娜(Paola Bertolini Grudina)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144 面; 20 公

分 .-- (小野人 ; 19) .-- ISBN 978-986-

384-388-7 (精裝)  

1.聖經故事  241  

我的第一本床邊聖經故事 : 20 個最

受 歡 迎 的 聖 經 故 事 與 禱 告  / 

ZonderKidz 作 ; Zondervan 繪 ; 許雅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

日, 10810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50-506-6 (精裝)  

1.聖經故事 2.祈禱 3.通俗作品  241  

來自天堂的 66 封情書 / 賴瑞.克萊布

(Larry Crabb)著 ; 薛豐旻, 秦令儀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09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0-

2 (平裝)  

1.聖經故事  241  

聖經的故事 : 17 篇說給孩子聽的經

典 文 學  / 凱 瑟 琳 . 朗 . 巴 斯 特 隆

(Kathleen Long Bostrom)文 ; 狄娜拉.

米塔利波拉(Dinara Mirtalipova)圖  ; 

宋宜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28 面; 

28 公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

986-5503-07-9 (精裝) NT$650  

1.聖經故事  241  

一 眼 看 懂 聖 經  / 魏 肯 生 (Bruce 

Wilkinson), 鮑肯尼(Kenneth Boa)合著 ; 

魏玉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

國主日, 10810 .-- 7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550-505-9 (精裝)  

1.聖經研究  241.01  

上主的話語 / Páraic Réamonn 編 ; 何

燕靜譯述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

會公報社, 10810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637-77-4 (平裝)  

1.聖經研究  241.01  

清晨嗎哪 90 天. 17, <<以弗所書>><<

但以理書>><<阿摩司書>> / 楊志明, 

王天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

刷,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266-7-9 (精裝)  

1.聖經研究 2.讀經 3.靈修  241.01  

聖經之美. 2 : 聖經智慧文體的選讀

賞析 / 周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1-9 (平裝) NT$500  

1.聖經研究  241.01  

聖經論 / 柯志明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神學造

就系列 ; 18) .-- ISBN 978-986-5801-

97-7 (平裝)  

1.聖經研究  241.01  

亞當與夏娃的興衰 / 史蒂芬.葛林布

萊(Stephen Greenblatt)著 ; 梁永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811 .-

- 416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44-9 ( 平 裝 ) 

NT$450  

1.聖經人物 2.聖經故事 3.人類學  

241.099  

雙職侍奉 : 扭轉歷史的 16 位聖經人

物 / 孔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Talent 系

列 ; 45) .-- ISBN 978-986-98128-1-8 

(精裝) NT$420  

1.聖經人物 2.聖經故事  241.099  

舊約神學 / 馬有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 10810 .-- 544 面; 21 公分 .-- 

(神學系列 ; 7) .-- ISBN 978-986-277-

285-0 (精裝)  

1.舊約 2.神學  241.1  

舊約聖經導讀 : 揭開古卷的祕密 / 杰

拉德.庇翁(Gérard Billon), 菲利普.格

魯森(Philippe Gruson)合著 ; 崔寶臣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809 .-- 27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546-915-3 (平裝) NT$360  

1.舊約 2.聖經研究  241.1  

杏樹枝. 11 : 使徒行傳 羅馬書 哥林

多前後書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

比書 /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 初

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10809 .-- 232

面; 21 公分 .-- (生活叢書) .-- ISBN 

978-986-97700-7-1 (平裝) NT$300  

1.使徒行傳 2.新約書信 3.聖經研究  

241.501  

「謠言」是真的 : 啟示錄另解 / 宋泉

盛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

報社, 10810 .-- 190 面; 23 公分 .-- (基

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5637-75-0 (平裝)  

1.啟示錄 2.聖經研究  241.8  

原牧 :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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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04-9-5 (平裝)  

1.神學 2.期刊  242.05  

故事神學詮釋學與台灣本土神學 / 

莊雅棠著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

社,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7-76-7 (平裝) NT$400  

1.神學 2.文集  242.07  

山間靈風吹起 : 泰雅爾的甦醒 / 台灣

神學研究學院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 : 華

宣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教會復興叢書 ; 24) .-- ISBN 978-957-

556-878-8 (平裝)  

1.聖靈  242.15  

先知性事奉. 中階課程 / 謝宏忠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臺 北 靈 糧 堂 , 

10808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112-9-9 (平裝) NT$100  

1.神恩 2.預言 3.基督教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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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性事奉. 初階課程 / 謝宏忠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臺 北 靈 糧 堂 , 

10808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112-8-2 (平裝) NT$100  

1.神恩 2.預言 3.基督教  242.4  

了 解 你 的 內 在 潛 能  / 麥 斯 . 蒙 洛

(Myles Munroe)著 ; 陳逸群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809 .-- 192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書 ; ET030-1) .-- 

ISBN 978-957-9209-26-7 (平裝)  

1.基督徒 2.潛能開發  244.9  

不同凡想的天國學校  / 鮑伯 .漢普

(Bob Hamp)著 ; 羅睿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異象工場,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462-4-3 

(平裝)  

1.基督徒 2.溝通技巧 3.成功法  

244.9  

同工造就手冊 / 謝豐慶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愛鄰舍書屋, 10809 .-- 96 面; 

21 公分 .-- (一對一門徒造就陪讀手

冊系列) .-- ISBN 978-986-98078-0-7 

(上冊:平裝)  

1.基督徒  244.9  

*回到軌道上的金錢、性愛與權力 / 

約翰.派博(John Piper)著 ; 周奕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8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50-504-2 (平裝) NT$180  

1.基督徒 2.價值觀  244.9  

新生命陪讀本 / 楊寧亞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

會, 10809 .-- 224 面; 21 公分 .-- 信息

版 .-- ISBN 978-986-98110-3-3 (平裝) 

NT$13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激進作主門徒 / 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著 ; 林以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推喇奴書房, 108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209-3-

4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方式 3.宗教文化 4.

美國  244.9  

看見生命 : 安寧病房的生命相遇 / 陳

明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使徒, 

10810 .-- 184 面; 21 公分 .-- (關懷生

命系列 ; 1) .-- ISBN 978-986-98231-1-

1 (平裝) NT$280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244.92  

從 天 堂 法 庭 領 受 醫 治  / 韓 若 柏

(Robert Henderson)著 ; 柯美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醫治叢書 ; EH024) .-- 

ISBN 978-957-9209-28-1 (精裝)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244.92  

末世華人命定 / 紀思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以琳, 10809 .-- 176 面; 21 公

分 .-- (末世預備叢書 ; EET013) .-- 

ISBN 978-957-9209-27-4 (精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在不完美的世界,你需要希望! / 梅蘭

妮.斯沃博達(Melannie Svoboda)著 ; 

黃佳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

化,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靈修

系列 ; F0059) .-- ISBN 978-986-6036-

56-9 (平裝) NT$240  

1.基督徒 2.祈禱 3.靈修  244.93  

從天堂法庭解開你命定的書卷 / 韓

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 邱恩宜, 

莊國祥, 李明夏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屬

靈爭戰叢書 ; EF032) .-- ISBN 978-

957-9209-29-8 (精裝)  

1.基督教 2.靈修 3.命運  244.93  

從天堂法庭解開你命定的書卷 / 韓

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 邱恩宜, 

莊國祥, 李明夏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屬

靈爭戰叢書 ; EF032-1) .-- 簡體字版 .-

- ISBN 978-957-9209-30-4 (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3.命運  244.93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0 / 德國合一

弟兄會編著 ;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

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

關懷, 10810 .-- 冊 .-- ISBN 978-957-

727-565-3 (第 1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57-727-566-0 (第 2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57-727-567-7 

(第 3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

957-727-568-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57-727-569-1 

(全套:平裝) NT$600  

1.基督教 2.靈修  244.93  

大能的聲音 : 成為上帝的號角,釋放

大能者的聲音 / 亞倫.佛比恩(Allen E. 

Faubion)著 ; 白育書, 田淑芬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真 哪 噠 出 版 社 , 

10809 .-- 320 面; 21 公分 .-- (Meet 系

列 ; 1) .-- ISBN 978-986-97778-4-1 (平

裝)  

1.基督徒 2.見證 3.聖靈  244.95  

每 一 天 都 是 恩 典  / 陸 可 鐸 (Max 

Lucado) 原 著  ; 塔 瑪 . 伏 特 納 (Tama 

Fortner)改寫 .-- 初版 .-- 臺北市 : 宇

宙光全人關懷,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70-7 (平

裝) NT$360  

1.基督徒 2.靈修 3.青少年  244.982  

男子漢養成班 / 艾傑奇(John Eldredge)

著 ; 譚達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08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05-7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84  

基督徒宣教使命以及門徒的測試 : 

普林斯頓神學院演說 1970 / 潘乃昭

著 ; 王美書等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神, 108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04-7-1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2  

*生活的基督 : 世界主教會議後宗座

勸諭致青年和全體天主子民 / 天主

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

主教團, 108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110-9-1 ( 平 裝 ) 

NT$220  

1.天主教 2.會議  246.2065  

信仰的基石 : 關於主禱文的問答 / 湯

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

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 黃馨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 

10809 .-- 196 面; 28 公分 .-- (兒童主

日 學 教 材  ; M) .-- ISBN 978-986-

97978-2-5 (活頁裝) NT$420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  

一對一門徒養育查經 : 養育者指南 / 

大地教會一對一門徒養育事工團隊

合編 ; 楊國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推喇奴書房, 108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09-4-1 (平

裝)  

1.基督教教育 2.教牧學  247.73  

培力女性 引領改變 : 台北基督教女

青年會 70 週年特刊 / 柯燕美執行編

撰 .-- 臺北市 :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108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0064-1-1 (平裝)  

1.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247.82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 : 中、日文

專著與論文目錄 / 中國福音學院中

國教會史研究中心編纂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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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

行,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工具

書系列 ; 9) .-- ISBN 978-986-6355-59-

2 (平裝)  

1.基督教史 2.專題書目 3.中國  

248.2  

我如何成為基督徒 : 魯益師的信仰

驚喜之旅 / 魯益師(C. S. Lewis)著 ; 

鄧軍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0811 .-- 4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98-704-0 (平裝)  

1.魯益師(Lewis, C. S. (Clive Staples), 

1898-1963) 2.基督教傳記  249.941  

馬偕傳 : 攏是為主基督 / 郭和烈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主流, 10809 .-- 480

面; 21 公分 .-- (主流人物系列 ; 6) .-- 

ISBN 978-986-96653-8-4 (平裝)  

1.馬偕(Mackay, George Leslie, 1884-

1901) 2.基督教傳記  249.953  

伊斯蘭教 

從中土到邊陲 : 伊斯蘭東漸歷史文

化探索 / 林長寬著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54-82-2 (平裝) NT$320  

1.伊斯蘭教 2.歷史  258  

其他宗教 

仙佛說素食 : 幸福語錄集. 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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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 .-- 328 面; 21 公分 .-

- (一貫藏要 ; 4) .-- ISBN 978-986-

5904-85-2 (精裝) NT$320  

1.一貫道  271.6  

白陽編年史. 1905-1940 / 林榮澤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義理編輯

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

行, 10810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04-86-9 (卷 1:精裝)  

1.一貫道 2.編年史  271.609  

雲霧初開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江河國際, 10810 .-- 272 面; 23 公

分 .-- (老乾坤第一部「乾坤照」 ; 

1) .-- ISBN 978-986-98357-0-1 (平裝) 

NT$380  

1.民間信仰  271.9  

*南臺灣鄭氏時期人物祀神 / 陳宏田

作.攝影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大

學, 10809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48-0-4 (平裝) NT$450  

1.民間信仰 2.神祇 3.明鄭時期 4.臺

灣  272.097  

臺灣寺廟圖集 / 鄧豐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0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888-7 

(平裝) NT$300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圖錄 4.臺灣  

272.097  

福德正神金經 ; 福德正神真經 .-- 新

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810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924-97-3 

(平裝) NT$40  

1.土地公 2.民間信仰  272.21  

神話 

神話與日本人的心 / 河合隼雄著 ; 林

暉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Master ; 67) .-- ISBN 978-986-357-

163-6 (平裝) NT$580  

1.神話 2.心理學  280.14  

中國神話故事 35 篇 / 梁曉林編著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15-) .-- 

ISBN 978-986-98111-1-8 (第 1 冊:平裝) 

NT$280  

1.中國神話  282  

希臘羅馬神話 : 神祇與英雄的永恆

傳說 / 艾迪斯.漢彌頓(Edith Hamilton)

原著 ; 劉長安譯述 .-- 初版 .-- 臺南

市 : 劉長安, 10809 .-- 5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18-4 ( 平

裝) .-- ISBN 978-957-43-7019-1 (精裝)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自己卜卦最準確 : 易經占桃花財運 / 

張書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

端,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20-1-4 (平裝) NT$390  

1.易占  292.1  

人際相位聖經 : 占星合盤的個人緣、

社會緣與宿命緣 / 韓良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際, 10810 .-- 

500 面; 21 公分 .-- (韓良露生命占星

學院 ; 16) .-- ISBN 978-986-95994-7-4 

(平裝) NT$500  

1.占星術  292.22  

易經的生活智慧 vs 個人星圖的思索. 

第二冊 / 珍妮佛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珍妮佛, 10810 .-- 45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43-

7091-7 (平裝)  

1.占星術  292.22  

新.媽祖六十甲子靈籤解說 / 施勝台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施勝台出版 ; 

育德媽祖同修會網站發行, 10810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89-4 (平裝)  

1.籤詩  292.7  

神啊!教我如何從二個聖筊問出三個

聖筊 : 告別擲筊想不出要問什麼的

難解窘境,避開得到三個聖筊卻出錯

的可怕陷阱! / 王崇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27) .-- ISBN 978-

986-97680-7-8 (平裝) NT$399  

1.占卜 2.民間信仰  292.8  

好命密碼 : 數字磁場的魅力. 工作.事

業.財富篇 / 愛德華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成嘉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04-2-3 (平

裝) NT$280  

1.占卜 2.數字  292.9  

星月滿願密碼卡 / 賴俞伶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賴俞伶, 10810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7088-7 

(平裝) NT$1380  

1.占卜 2.心靈療法  292.96  

2020 財寶鼠來開運農民曆 / 湯鎮瑋

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1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3-538-0 (平裝) NT$38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2020 開運大預言&靈鼠年開運農民

曆 / 雨揚居士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1 .-- 176 面; 24 公

分 .-- (臉譜叢書 ; FF1107G) .-- ISBN 

978-986-235-783-5 (平裝) NT$368  

1.生肖 2.改運法  293.1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20 : 獨創東方

星座開運書,神預言再現,解析個人流

年,找到自己的紫微密碼,時來運轉,

富貴好運迎金鼠! / 詹惟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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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面; 23 公分 .-- (玩藝 ; 86) .-- 

ISBN 978-957-13-7976-0 ( 平 裝 ) 

NT$38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紫微斗數密碼全攻略 / 林辰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811 .-- 

445 面 ; 21 公分  .-- (斗數叢書  ; 

7024) .-- ISBN 978-986-97539-9-9 (平

裝) NT$400  

1.紫微斗數  293.11  

跟著希夷先生學紫微 / (宋)陳希夷原

著 ; 了然山人白話解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現代美, 10810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737-7-5 (平裝) 

NT$480  

1.紫微斗數  293.11  

二 0 二 0 庚子年擇日要覽 / 范龍達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聖環圖書, 

108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1-226-1 (平裝) NT$450  

1.擇日  293.4  

地理大全一集形勢真訣 / 李國木刪

定 ; 張成春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育林, 10810 .-- 冊 .-- ISBN 978-986-

6677-69-4 (全套:精裝) NT$3800  

1.堪輿  294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五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唯心宗文化傳播, 10810 .-- 1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4993-9-

2 (平裝)  

1.堪輿  294  

圖解地理乾坤國寶 / 鄭守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育林, 108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68-

7 (平裝) NT$500  

1.堪輿  294  

風水高人真傳講義 : 開運旺家保安

康 / 賈向前, 賈雲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0811 .-- 320 面; 23 公

分 .-- (開運鑑定館 ; 48) .-- ISBN 978-

986-97693-9-6 (平裝) NT$400  

1.相宅  294.1  

陽宅風水指南. 2020 / 胡肇台編著 .-- 

1 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8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5-884-

9 (平裝) NT$960  

1.相宅  294.1  

怪物博物館 : 108 怪,以及牠們的履

歷書 / 劉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50-9-

9 (平裝) NT$480  

1.妖怪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發現之旅 / 東尼.萊斯(Tony Rice)編

著 ; 林潔盈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0811 .-- 336 面; 23 公分 .-- (圖說

歷史 ; 31) .-- ISBN 978-986-178-503-5 

(平裝) NT$450  

1.自然史 2.航海  300.8  

科學大解密 : 解開宇宙、未知事物

和人體的奧祕 / 傑.應格朗(Jay Ingram)

著 ; 田昕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知

的! ; 156) .-- ISBN 978-986-443-935-5 

(平裝) NT$360  

1.科學 2.問題集 3.通俗作品  302.2  

材電六六大順 36 週年專刊/傳流不

息 36th / 王正道等撰稿 ; 陳彥良總編

輯 .-- 桃園市 : 中科院材料暨光電研

究所, 108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5-5 (平裝)  

1.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材料暨光電

研究所  306.2  

福爾摩沙之盾 :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 50 週年紀念專書 / 滕昕雲, 王明

德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8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33-9 ( 平 裝 ) 

NT$500  

1.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306.2  

完全設定集 / 李國靖, 周文煌作 ; 氧

氣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

國際書局,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 (X 機器人戰隊) .-- ISBN 978-986-

301-935-0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寄生獸入侵 / 文煌作 ; 氧氣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

探險隊) .-- ISBN 978-986-301-938-1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極地之王 / 饒國林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

探險隊 ; 2) .-- ISBN 978-986-301-937-

4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數學 

數學文章寫作. 推敲篇 / 結城浩作 ; 

衛宮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數學館 ; 

34) .-- ISBN 978-986-5408-06-0 (平裝) 

NT$280  

1.數學 2.寫作法  310  

吳限老師微積分講義 / 吳限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陳偉文化, 10809 .-- 

522 面; 23 公分 .-- (插大轉學考講義

書系列) .-- ISBN 978-986-93710-2-5 

(平裝) NT$580  

1.微積分  314.1  

基礎微積分解析導引 / 李英豪作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09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

980-3 (平裝)  

1.微積分  314.1  

簡易微積分 / 楊維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810 .-- 23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14-6717-7 (平裝)  

1.微積分  314.1  

拓樸學超入門 : 從克萊茵瓶到宇宙

的形狀 / 名倉真紀, 今野紀雄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科學世界 ; 241) .-- 

ISBN 978-986-5408-07-7 ( 平 裝 ) 

NT$280  

1.拓樸學  315  

沃羅諾伊圖形與德勞內三角分割 / 

Franz Aurenhammer, Rolf Klein, Der-

Tsai Lee 著 ; 劉智弘, 李德財譯 .-- 初

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14-31-4 (平裝) NT$600  

1.幾何  316  

電腦資訊科學 

計算機概論. 實務篇 / 詹明華著 .-- 

初版 .-- [宜蘭縣頭城鎮] : 詹明華, 

10810 .-- 1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0-5 (平裝) NT$250  

1.電腦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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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陳瑛琪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

科大創新設計學院, 10810 .-- 3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2-0-2 

(平裝)  

1.數位科技 2.電腦程式設計 3.文集  

312.07  

公職講重點(資料處理) / 張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0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

714-5 (平裝) NT$320  

1.資料處理  312.1  

Spark 技術手冊 / Matei Zaharia, Bill 

Chambers 原著 ; 許致軒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2-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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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1-4 (平裝) NT$580  

1.雲端運算 2.電子資料處理 3.資料

探勘  312.136  

ASP.NET 專題實務. I : C#入門實戰 /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10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434-434-5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C#(電腦

程式語言)  312.1695  

ASP.NET 網站開發設計寶典 : 使用

Visual Basic / 蔡國強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09 .-- 79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15-396-9 (平裝附光

碟片)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1695  

Webpack 卓效 Web 前端開發建置工

具強能技術 / 吳浩麟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9-779-1 ( 平 裝 ) 

NT$580  

1.網頁設計 2.電腦程式設計  

312.1695  

設計師都該懂的包容性網頁 UI/UX

設計模式 : 知名設計師教你親和性

網頁的實作祕密 / Heydon Pickering

著 ; 于坤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27-7 (平裝)  

1.網頁設計  312.1695  

動態網頁之整合性傳達設計研究 / 

陳瀚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8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5-6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動態網頁在審美性因子與設計評價

關係上之研究 / 陳瀚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6-3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超人氣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加油

讚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88-4 (平

裝)  

1.網路社群 2.網頁設計 3.網路行銷  

312.1695  

跟 Adobe 徹底研究 Dreamweaver CC 

2019 版 / Jim Maivald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18-7 

(平裝) NT$699  

1.Dreamweaver(電腦程式) 2.網頁設計 

3.全球資訊網  312.1695  

網頁設計 / 張毅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2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

947-6 (平裝) NT$45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Regulat Expression 橫刃萬解程式的

關鍵語言正規表示法 / 余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

423-1 (平裝) NT$680  

1.電腦程式語言  312.3  

不需要 Hadoop : 用 Excel+VB 更高竿

玩轉大數據 / 朱正和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75-3 (平

裝) NT$460  

1.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猛虎再臨!MTA Java 國際專業認證

(Microsoft Exam:98-988) / 段維瀚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71-6 (平裝)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Think Julia : 如何像電腦科學家一樣

思考 / Ben Lauwens, Allen B. Downey

著 ; 楊新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809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0-3 (平裝)  

1.Juli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8  

Perl 學習手冊 / Randal L. Schwartz, 

brian d foy, Tom Phoenix 著 ; 蔣大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3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72-3 (平裝)  

1.Perl(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39  

Python 金融分析 / Yves Hilpisch 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10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97-6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基礎必修課(含 MTA Python

微軟國際認證模擬試題) / 蔡文龍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292-1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網路文字探勘入門與應用 / 

陳寬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00-0 (平裝) NT$4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機器學習錦囊妙計  / Chris 

Albon 著 ; 陳健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36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70-9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程式設計與實作 : 使用 Python / 蔡志

敏, 柯霖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809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275-4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學 Python 程式設計 : 使用 Halocode

光環板 輕鬆創作 AI 和 IoT 應用 / 連

宏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810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6-8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微電腦 3.

電腦程式設計  312.32P97  

3ds Max 建模、材質、燈光、動畫製

作設計寶典 / 詹正雄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09 .-- 45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15-392-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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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AutoCAD 2020 實戰演練 : 機械設計 / 

陳世勳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0809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397-6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12.49A97  

AutoCAD 電腦輔助設計  / 邱嘉佑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0 .-- 

6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058-3 (平裝)  

1.AutoCAD(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A97  

循序學習 AutoCAD 2018 / 康鳳梅, 許

榮添, 詹世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48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03-186-2 (平裝附光

碟片)  

1.AutoCAD 2018(電腦程式)  

312.49A97  

精通 AutoCAD 2020 機械設計 / 周曉

龍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0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057-6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12.49A97  

(準時下班秘笈)超實用!公務員 Excel

省時秘技 108 招 / 張雯燕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

431-4 (平裝) NT$26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即學即用超效率 500 招速成技 

/ 張雯燕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0809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34-428-4 ( 平 裝 ) 

NT$199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資料處理與分析設計寶典 / 林

佳 生 作  .-- 新 北 市  : 經 瑋 文 化 , 

10809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393-8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超 實用 ! 人資 .行政 .總 務的 辦公 室

EXCEL 省時高手必備 50 招(Office 

365 版本) / 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0809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426-0 (平裝

附光碟片)  

1.EXCEL(電腦程式) 2.文書管理  

312.49E9  

跟我學 Excel 2019 從新手到精通快

速提升工作效率 / 劉緻儀, 江高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85-3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跟我學 Excel VBA : 從入門變高手

(適用 2019/2016/2013) / 劉緻儀, 江高

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4-1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邁向加薪之路! : 從職場範例學 Excel

函數 X 函數組合應用 / 施威銘研究

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 

10810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09-6 (平裝) NT$59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

笈 : Illustrator CC / 胡凱元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

286-0 (平裝)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

考試指南  312.49I38  

跟 Adobe 徹 底 研 究 Illustrator CC 

2019 版 / Brian Wood 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2-4 (平

裝) NT$699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Office 2016/2019 綜合應用 / 旗立研

究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 10810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01-8 (平裝)  

1.OFFICE 2016(電腦程式) 2.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Office 2019 高效實用範例必修 16 課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89-1 (平裝)  

1.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Office 辦公室軟體 快速上手 / 林佳

生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0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400-3 (平裝)  

1.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Pro/ENGINEER 野火版陶瓷產品設計 

/ 王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09 .-- 3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09-8 

(平裝) NT$550  

1.Pro/ENGINEER(電腦程式) 2.陶瓷工

藝  312.49P725  

Word 全方位排版實務 : 紙本書與電

子書製作一次搞定 / 榮欽科技著 .-- 

第 二 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 

108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32-1 (平裝) NT$400  

1.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超 實用 ! 業務 .總管 .人 資的 辦公 室

WORD 必備 50 招省時技 / 張雯燕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33-8 (平裝附光碟片)  

1.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iOS 13 程式設計實戰 : Swift 5.1 快速

上手的開發技巧 200+ / 朱克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6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

293-8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行動

資訊  312.52  

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 立即手動實作

一個 / 黃峰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9-776-0 ( 平 裝 ) 

NT$55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計算機原理實作 : 使用 App Inventor 

2 / 陳延華, 蔡佳哲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55-5 (平

裝附光碟片)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SpringCloud & Docker 雙劍制霸 : 微

服務架構實戰應用技術  / 周立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78-4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R 語言數據分析 / 郭建淋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中華國際工商證照培

育學會, 10809 .-- 25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0625-3-4 ( 平 裝 ) 

NT$300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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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大數據 DB 的輕鬆選擇 : HBase

快上手 / 楊曦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9-774-6 ( 平 裝 ) 

NT$590  

1.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74  

玩轉社群 : 文字大數據實作 / 謝邦昌

等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70-6 (平裝) NT$380  

1.資料探勘 2.網路社群 3.文本分析  

312.74  

PHP & MySQL 程式設計寶典 / 藍易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398-3 (平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SQL(電腦程

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54  

SQL 達人的工作現場攻略筆記 / ミ

ック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73-0 (平裝)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SQL(電腦程式

語言)  312.7565  

資通安全法規彙編 / 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編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763-714-7 

(平裝) NT$400  

1.資訊安全 2.資訊法規  312.76  

MAYA 動畫材質設計寶典 / 馬奇克

數位工作室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09 .-- 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394-5 (平裝附光碟片)  

1.MAYA(電腦程式) 2.電腦動畫  

312.8  

設計模式與遊戲開發的完美結合 / 

蔡昇達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8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35-2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虛實整合設計與實作應用 / 陳姿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1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7-0 (平裝)  

1.虛擬實境 2.數位科技  312.8  

人工智慧 / 張志勇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1-6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動手做深度強化學習 / Maxim Lapan

著 ; 劉立民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30-7 (平裝) NT$690  

1.機器學習  312.831  

貫串 Elasticsearch & Lucene 輕鬆開發

高強全文檢索搜尋引擎 / 姚攀著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0-7 

(平裝)  

1.全文檢索系統  312.833  

OpenCV 4 專案實務 / David Millán 

Escrivá 等原著 ; 莊弘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90-7 

(平裝)  

1.電腦視覺 2.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影像處理特訓教材 Photoshop CC / 吳

玄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09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287-7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CG 角色人物製作寶典 / 陳維迪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0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059-0 

(平裝附光碟片)  

1.電腦繪圖 2.電腦動畫  312.86  

IXP425 網路處理器設計寶典 / 黃崇

明, 鄭伯炤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01-0 (平裝)  

1.電腦網路  312.916  

Programming Pearls / Jon Bentley 著 ; 

黃銘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91-4 (平裝)  

1.電腦程式設計  312.92  

天文學 

蔚為奇談!宇宙人的天文百科 / 林海

音著 ; 高文芳, 張祥光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3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16-0 (平

裝)  

1.天文學 2.宇宙 3.通俗作品  320  

終極太空百科 : 一趟深入太陽系和

其他星系的探索之旅 / 大衛.A.阿吉

拉(David A. Aguiler)作.插圖 ; 李向東, 

陳逾前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石

國際文化, 10812 .-- 19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57-8722-67-5 ( 平 裝 ) 

NT$499  

1.天文學 2.太空科學 3.百科全書  

320.4  

星野攝影 / 王為豪作 .-- 三版 .-- 臺中

市 : 星星工廠, 10811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2859-2-7 (精裝) 

NT$990  

1.天文攝影 2.攝影技術  322.3  

小學生必讀 12 星座神話故事 / 宋美

珍作 ; Lime studio 繪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0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521-

379-4 (平裝) NT$280  

1.星座 2.神話 3.通俗作品  323.8  

黑洞宇宙學概論. II / 張洞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8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3-87-5 

(平裝) NT$380  

1.宇宙 2.物理學  323.9  

月的名字 / 高橋順子作 ; 嚴可婷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0-9 (平裝) NT$320  

1.月球  325  

* 臺 灣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回 顧 與 分 析 . 

2018 / 黃紹欽等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10809 .-- 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6-01-8 (平裝)  

1.氣象紀錄 2.氣象災害 3.臺灣  

328.9833  

物理 

基本電學 / 李文源, 盧正川, 旗立理

工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 10809 .-- 3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194-3 (下冊: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 丞羽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0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5-2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 丞羽編著 .-- 第

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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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6-9 (平裝)  

1.電學  337  

基本電學實習 / 曾才榮, 李敏揚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09 .-- 3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195-0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太陽電池技術入門 / 林明獻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2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48-7 (平裝)  

1.太陽能電池  337.42  

綠色能源 / 黃鎮江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7-8 (平

裝)  

1.電池 2.能源技術  337.42  

化學 

化學. B. 下 / 何經, 趙立民, 吳東利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09 .-- 136 面; 27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 ISBN 

978-986-5928-95-7 (平裝)  

1.化學  340  

*儀器分析總整理 / 高憲明, 何雍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07-7 (平裝) NT$650  

1.儀器分析  342  

普通化學實習. 下 / 劉秉烜, 張文瀚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0 .-- 120 面; 27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 ISBN 978-986-

5928-98-8 (平裝)  

1.化學實驗  347.2  

有機化學實習 / 林福助, 林碩彥, 王

文哲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09 .-- 冊 .-- ISBN 978-986-5928-92-

6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928-

93-3 (下冊:平裝)  

1.有機化學 2.化學實驗  347.9  

完全圖解 元素與週期表 : 解讀美麗

的 週 期 表 與 全 部 118 種 元 素 ! /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809 .-- 200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3) .-- ISBN 978-986-461-196-6 (平裝) 

NT$450  

1.元素 2.元素週期表  348.21  

地質學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 海洋保育

啟航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年報

編輯小組編  .-- 高雄市  : 海保署 , 

10809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3-14-7 (平裝)  

1.海洋學 2.環境保護 3.自然保育  

351.9  

地震 : 火環帶上的臺灣 / 林書帆等

著 ; 莊瑞琳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10810 .-- 304 面; 23 公分 .-- (春山

之聲 ; 9) .-- ISBN 978-986-98042-2-6 

(平裝) NT$450  

1.地震 2.防災工程 3.歷史 4.臺灣  

354.4933  

寶石珊瑚 : 臺灣紅金傳奇 / 賴榮興

作 .-- 宜蘭縣頭城鎮 : 宜縣蘭陽博物

館, 108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5-2 (精裝)  

1.珊瑚 2.寶石鑑定  357.8  

101 超震撼恐龍 / 崔有聖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809 .-- 140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57-8586-80-2 

(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8586-

81-9 (精裝) NT$500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恐 龍 的 啟 示  / 肯 尼 斯 . 拉 科 瓦 拉

(Kenneth Lacovara)著 ; 徐仕美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811 .-- 256 面; 19 公分 .-- (新視野 ; 

36) .-- ISBN 978-986-398-479-5 (平裝) 

NT$300  

1.爬蟲類化石 2.種族滅絕  359.574  

揭祕恐龍百科 / 孫亞飛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809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586-78-9 (平裝) 

NT$180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生物學 

突破 0 級 開創 1 級時空 後 0 級世代

新快樂學 / 宇科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264 面; 21 公

分 .-- (知識 2 ; 17) .-- ISBN 978-986-

358-897-9 (平裝) NT$250  

1.演化論  362  

祖先的故事 : 前往生命初現地的朝

聖 之 旅  / 理 查 . 道 金 斯 (Richard 

Dawkins), 黃岩(Yan Wong)著 ; 顧曉

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冊  .-- (Life and science ; 

MX0008-MX0009) .-- ISBN 978-957-

8759-91-6 ( 上 冊 : 平 裝 ) NT$650 .-- 

ISBN 978-957-8759-92-3 (下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957-8759-93-0 

(全套:平裝) NT$1300  

1.演化論 2.生物學史  362  

動物的滅絕與進化圖鑑 : 讓人出乎

意料的動物演化史 / 川崎悟司著 ; 黃

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3-2 (平裝)  

1.生物演化 2.動物行為  362  

河川守護者 / 施創華故事原創 ; 陳姿

月故事文稿 ; 謝愷宸, 施創華繪圖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0809 .-- 74 面; 

21X30 公分 .-- (桃園市環境教育教材. 

環境教育繪本 ; 3) .-- ISBN 978-986-

5411-05-3 (精裝)  

1.生態教育 2.環境教育 3.繪本  367  

*後植民計畫 / 陳泓易策展 .-- 臺北

市 : 齁實驗工作坊, 10809 .-- 22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22-0-

5 (平裝)  

1.生態教育 2.環境教育 3.造林栽植 4.

社區總體營造  367  

實用環境化學. 生態環境篇 / 葉琮裕, 

楊宗翰, 許瑞峯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09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83-981-0 (平裝)  

1.環境化學  367.4  

*921 地震 20 週年研討會 : 九份二山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復育成果發表論

文集 / 朱恩良等撰文 ; 何東輯, 高伯

宗主編 .-- 南投市 : 農委會水保局 ; 

南投縣集集鎮 :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

心, 10809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2-2NT$180  

1.自然保育 2.生物多樣性 3.文集  

367.707  

我擁群像 : 栽進體內的微米宇宙,看

生物如何與看不見的微生物互相算

計、威脅、合作、保護,塑造大自然

的全貌 / 艾德.楊(Ed Yong)著 ; 甜寒, 

楊仕音, 劉蓉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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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0810 .-- 360 面; 21 公分 .-- (科普

漫遊 ; FQ1056) .-- ISBN 978-986-235-

778-1 (平裝) NT$450  

1.微生物學 2.共生  369  

細菌好朋友. 2 / 陳俊堯文 ; Forest

圖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40-8 (平裝) NT$280  

1.細菌 2.通俗作品  369.4  

植物學 

撼動世界歷史的 14 種植物 / 稻垣榮

洋著 ; 劉愛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 (平安叢書 ; 第 641 種)(知史 ; 13) .-- 

ISBN 978-957-9314-38-1 (平裝)  

1.植物學史  370.9  

植物營養學 / 張則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09 .-- 5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50-8 (平裝) 

NT$680  

1.植物生理學 2.營養  373.1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植物

圖譜 / 陳光華, 蔡平里主編 .-- 再版 .-

- 臺北市 : 臺大圖書館, 10810 .-- 32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2-01-

8 (精裝) NT$2500  

1.植物圖鑑  375.2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八卷, 蕨類 / 

許天銓等著 ; 李季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0 .-- 47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01-2 (下卷:

精裝) NT$3000  

1.植物圖鑑 2.臺灣  375.233  

全露法王身 : 佛光山植物之美 / 吳欽

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810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16-9 (平裝)  

1.植物圖鑑 2.臺灣  375.233  

常見觀賞性植物圖鑑  / 耿世磊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1-7 (平裝)  

1.觀賞植物 2.植物圖鑑  376.11025  

張步桃談植物養生 : 回歸自然的健

康處方 / 張步桃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810 .-- 264 面; 21 公分 .-- 

(健康生活館 ; 81) .-- ISBN 978-957-

32-8657-8 (平裝) NT$300  

1.藥用植物 2.養生  376.15  

台灣常見有害雜草圖鑑 : 特別標示

有毒植物,針對雜草特性防治、有效

移除強勢入侵種類,輕鬆進行草坪管

理 / 徐玲明, 蔣慕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09 .-- 2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62-398-5 ( 平 裝 ) 

NT$850  

1.雜草 2.植物圖鑑 3.臺灣  376.2025  

鹿角蕨與它們的產地 / 帕塔拉.桑達

努(Patra Sangdunuch)原作 ; Alvin Tam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汪育, 108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98-6 (精裝) NT$1000  

1.蕨類植物  378.133  

動物學 

國家地理終極捕食者百科 : 有史以

來最完整的世界捕食動物大全 / 克

麗絲汀娜.威爾斯頓(Christina Wilsdon)

作 ; 陸維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810 .-- 27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8722-66-8 (精

裝) NT$699  

1.動物 2.捕食者 3.通俗作品  380  

解剖生理實習. 下 / 林佑上, 趙新吉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09 .-- 26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

5928-94-0 (平裝)  

1.動物解剖學 2.動物生理學  382  

美麗的滅絕 : 不要說再見!世界瀕危

物 種 圖 鑑  / 米 莉 . 瑪 洛 塔 (Millie 

Marotta)作 ;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0 .-- 10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199-70-4 (精裝) 

NT$520  

1.瀕臨絕種動物 2.野生動物保育 3.

通俗作品  383.58  

動物的存在與虛無,以及牠們如何溝

通的科學藝術 : 鳥會說方言、狗會

打摩斯密碼、鯨魚愛 K 歌、大象會

說韓文......破解「動物語言」裡的生

物哲學 / 伊娃.邁爾(Eva Meijer)作 ; 

林敏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地球觀 ; 54) .-- ISBN 

978-986-384-385-6 (精裝)  

1.動物行為 2.動物心理學  383.7  

蘇利南昆蟲之變態 / 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著 ; 杜子倩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暖 暖 書 屋 文 化 , 

108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0-8 (精裝) NT$650  

1.昆蟲 2.植物 3.蘇利南  385.588  

當我們住在一起 : 64 種神出鬼沒的

居家生物圖鑑 / 久留飛克明著 ; 村林

貴信繪 ; 黃郁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810 .-- 184 面; 21 公分 .-- 

(圖解) .-- ISBN 978-957-08-5396-4 (平

裝)  

1.動物圖鑑  385.9  

金門魚類誌 : 淡水及河口魚類 / 陳義

雄, 林逸洋, 陳光耀撰文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府, 10809 .-- 2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4-

4 (平裝) NT$380  

1.魚類 2.福建省金門縣  388.533  

石唬搶救大作戰 / KoKai 作 .-- 初

版 .-- 南投縣集集鎮 : 農委會特有生

物中心,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8-4 ( 平 裝 ) 

NT$200  

1.貓科 2.動物保育 3.漫畫  389.818  

人類學 

人類世的誕生 : 從地質紀錄中反思

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掌握改變未來的

契機 / 西蒙.路易斯(Simon L. Lewis), 

馬克.馬斯林(Mark A. Maslin)著 ; 魏

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05-0 (平裝) NT$580  

1.人類生態學 2.社會變遷  391.5  

大腦不邏輯 : 魔神仔、夢遊殺人、

外星人綁架 ......大腦出了什麼錯? / 

艾利澤.史坦伯格(Eliezer J. Sternberg)

著 ; 陳志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地 ; 167) .-- ISBN 

978-986-479-834-6 (平裝)  

1.腦部 2.認知心理學 3.生理心理學 4.

潛意識  394.91  

生命的臉 / 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 ; 冬耳, 劉維人, 黎湛平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84 面; 21 公分 .-- (科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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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73) .-- 22 周年紀念版 .-- ISBN 

978-957-13-7981-4 (平裝) NT$450  

1.人體生理學 2.人體解剖學 3.人體

學  397  

BBC 專家為你解答身體大小事  / 

<<BBC 知識>>國際中文版作 ; 高英

哲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

版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418-1-1 (平裝) NT$390  

1.人體生理學 2.問題集  397.022  

比起在乎臉上皺紋,先阻止血管老化

吧! : 3 週荷爾蒙調養計劃,從內到外

重現年輕,比醫美更有效! / 安澈雨

著 ; 魏汝安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

實文化,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Orange health ; 11) .-- ISBN 978-986-

98234-1-8 (平裝)  

1.激素 2.健康法  399.54  

賀爾蒙平衡了,不發胖、精神好、不

易老 : 哈佛醫師的賀爾蒙療癒法,西

方醫學 X 漢方草藥,有效調理體質,

給妳滿滿精氣神 / 莎拉.加特弗萊德

著 ; 蔣慶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744-0 (平裝)  

1.激素 2.激素療法 3.婦女健康  

399.54  

K2 還你好骨氣 : 挽救骨質疏鬆、血

管硬化,你需要的是 K2 不是鈣 / 凱

特.羅姆-布洛伊(Kate Rhéaume-Bleue)

著 ; 李明芝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

中心,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7-89-8 ( 平 裝 ) 

NT$500  

1.維生素 K 2.營養  399.68  

應用科學類 

總論 

iPOE 科技誌. 4 : 扎根資訊科技 培養

高階思考能力 / 尤濬哲等編著 ; 江玉

麟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出版 : 勁園國際發行, 10810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5-

924-4 (平裝)  

1.科技教育  403  

科技開屏 : 新興科技教育成果展成

果專刊. 2019 / 科轉計畫-科工館團隊

主編 .-- 高雄市 :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

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 10809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00-

1 (平裝)  

1.科技教育 2.文集  403.07  

科技與人生 / 張世明編著 .-- 屏東市 : 

香遠, 10809 .-- 3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89-4-1 ( 平 裝 ) 

NT$350  

1.科學技術 2.文集  407  

醫藥 

精準量子醫學 / 李英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百昌生物醫藥科技, 10810 .-

- 2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2659-6-6 (精裝) NT$1500  

1.生物醫學 2.量子力學 3.奈米技術  

410.1636  

救護路上 :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

作 / 王雅慧, 廖宏昌編著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809 .-

- 240 面; 21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系列 ; 5) .-- ISBN 978-957-8679-89-4 

(平裝) NT$260  

1.醫學教育 2.醫病關係 3.文集  

410.3  

簡明醫用台語 / 李恆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就諦學堂, 10810 .-- 17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20-2-1 

(平裝) NT$600  

1.醫學教育 2.臺語  410.38  

深耕一甲子照亮醫未來 : 臺北榮民

總醫院 60 週年院慶專刊 / 高壽延總

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榮總, 10809 .-- 

2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5433-13-0 (精裝)  

1.醫學 2.醫療服務 3.文集  410.7  

深耕台灣 : 人類遺傳學會與先天性

疾病的 20 年歲月 / 中華民國人類遺

傳學會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山谷

文教協會,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7685-0-4 ( 平 裝 ) 

NT$350  

1.醫學 2.文集  410.7  

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 : 在悲傷

與死亡的面前,我們如何說愛? / 主動

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生命講

堂) .-- ISBN 978-957-08-5391-9 (平裝)  

1.醫學 2.文集  410.7  

從醫開始 / 蔡榮聰作 .-- 桃園市 : 康

文傑, 10809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6990-4 ( 平 裝 ) 

NT$550  

1.醫學 2.臺灣政治 3.文集  410.7  

醫魂 : 努蘭的醫學故事集 / 許爾文.

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 ; 崔宏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科學人

文 ; 74) .-- 十周年紀念版 .-- ISBN 

978-957-13-7982-1 (平裝) NT$300  

1.醫學 2.醫師 3.軼事  410.7  

治累 : 讓身體每天都感到快樂的最

高回復法 / 杉岡充爾著 ; 李友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1 .-

- 192 面; 21 公分 .-- (Easy ; 84) .-- 

ISBN 978-957-9654-43-2 ( 平 裝 ) 

NT$320  

1.健康法 2.疲勞  411.1  

食氧律動愛 : 謢靈養心養身新主張 / 

韓紅育等編著 ; 李玉萍主編 .-- 新北

市 : 松根, 108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22-0-7 ( 平 裝 ) 

NT$480  

1.健康法 2.養生  411.1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18 /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

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 .-- 高雄

市 :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10808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89-81-

0 (平裝)  

1.養生 2.宗教療法 3.文集  411.107  

100 個日常正念瑜珈 : 任何人任何時

間都可以練習的瑜珈、近 100 篇研

究論文搭配 100 個實際操作的瑜珈

與靜心練習 / 李怡如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樂活誌 ; 47) .-- ISBN 

978-986-98282-4-6 (平裝)  

1.瑜伽 2.靜坐  411.15  

心靈靜瑜伽  : 瑜伽的文藝復興  / 

Michelle Chu 圖.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Beautiful life ; 69) .-- ISBN 978-986-

477-730-3 (平裝) NT$350  

1.瑜伽  411.15  

辦公室簡易舒壓塑身瑜伽 / 吳玉豐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19-2 (平裝) NT$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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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瑜伽 2.塑身 3.運動健康  411.15  

天然植物營養素,啟動健康正循環,打

造人體最強防護力 : 75 種五色蔬食

x59 種救命植化素 x130 道保健食譜,

三位營養專家教你提高免疫力,降低

發炎、防老抗癌,改善三高、遠離失

智 / 吳映蓉, 翁德志, 李芷薇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360 面; 

22 公分 .-- (心靈養生 ; FJ2063) .-- 

ISBN 978-986-235-781-1 ( 平 裝 ) 

NT$450  

1.營養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1.3  

最強營養學 / 溝口徹著 ; 羅淑惠譯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54-40-1 

(平裝) NT$300  

1.營養 2.食療  411.3  

超圖解營養學 : 從零開始建構營養

學基礎 / 渡邊昌監修 ; 徐瑜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61-8 (平裝)  

1.營養學  411.3  

營養學課堂 : 從基礎到臨床案例輕

鬆學 / 大村健二編 ; 薛曉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27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23-

0 (平裝)  

1.營養學 2.營養生化學  411.3  

大專校院推動增加攝取膳食纖維食

物教學資源參考手冊 / 財團法人董

氏基金會編撰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809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4-11-2 (平裝) NT$120  

1.健康飲食 2.高纖食品  411.372  

完全圖解「伸展輕運動」 : 用輕運

動三部曲告別全身痠.痛.麻 / 毛琪瑛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1 .-- 3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904-99-6 (平裝) NT$300  

1.健身操 2.運動健康  411.711  

奇蹟 5 秒膝窩伸展操 / 川村明作 ; 鍾

佩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810 .-- 128

面; 23 公分 .-- (樂健康 ; 63) .-- ISBN 

978-957-8472-80-8 (平裝)  

1.健身操 2.運動健康  411.711  

菸害防制素養教育之行動研究 / 許

安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8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8-333-1 (平裝) NT$380  

1.戒菸 2.菸害防制  411.84  

RIZAP 式精準醣質速查手冊 / RIZAP

株式會社作 ; 凃雪靖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8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7905-4-

3 (平裝) NT$280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我要瘦下來 : 對症解決水腫肥、高

體脂、代謝差的肥胖體質,養出驚人

的逆天瘦身力 / 木村容子著 ; 蔡麗蓉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83-72-3 

(平裝)  

1.減重 2.健康法  411.94  

設計師的減肥日誌 : 最健康的減肥

術 / 許世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世紀美學,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 (生活美學 ; 1) .-- ISBN 978-986-

98345-6-8 (平裝) NT$320  

1.減重 2.健康法  411.94  

袪痰濕瘦身法 : 吳明珠中醫博士的

100 道湯、粥、茶、餐、藥浴調理

X 經絡按摩消脂書 / 吳明珠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常 生 活 文 創 , 

108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96-0-3 (平裝) NT$420  

1.減重 2.中醫  411.94  

控醣增肌常備菜 / 高橋善郎作 ; 陳聖

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 (樂健康 ; 65) .-- ISBN 978-

957-8472-82-2 (平裝)  

1.減重 2.食譜  411.94  

以色列女子防身術 / 張海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1 .-- 207 面; 

21 公分 .-- (格鬥術 ; 7) .-- ISBN 978-

986-346-269-9 (平裝) NT$240  

1.防身術  411.96  

連江縣衛生福利年報. 107 年 / 池瑞

萍總編輯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縣府, 

10809 .-- 1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1-3 (平裝)  

1.公共衛生 2.福建省連江縣  

412.1231/137  

精益求精的食品驗證制度 / 楊家南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優良

食品發展協會, 10810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328-0-9 (平裝) 

NT$500  

1.食品衛生 2.食品衛生管理 3.食品

檢驗  412.25  

化粧品安全性評估與風險管理 / 侯

征宏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810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548-4 (平裝) NT$560  

1.化粧品檢驗 2.風險管理  412.36  

工業衛生概論過關寶典 / 劉永宏, 陳

毓軒, 郭展宏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3-7 (平

裝)  

1.職業衛生  412.53  

優氧新醫學 : 身體有氧,幫助體內自

癒,有效戰勝慢性病 / 張安之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810 .-- 

320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生 ; 186) .-

- ISBN 978-986-98204-0-0 ( 平 裝 ) 

NT$420  

1.慢性病防治 2.缺氧  412.59  

潛水減壓病暨健保申報流程 : 問與

答 / 陳興漢著 .-- 臺北市 : 漢珍, 

108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26-5-8 (平裝) NT$350  

1.潛水醫學 2.全民健康保險 3.問題

集  412.87022  

中國壯藥材 / 韋浩明, 藍日春, 滕紅

麗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09 .-- 4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3-3 (平裝) 

NT$700  

1.中國醫學 2.中藥材 3.壯族  413.09  

中國壯藥學 / 鐘鳴, 黃瑞松, 梁啟成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6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94-0 ( 平 裝 ) 

NT$1000  

1.中國醫學 2.中藥學 3.壯族  413.09  

中國壯醫藥大辭典 / 鐘鳴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4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2-6 (平裝) NT$650  

1.中國醫學 2.壯族 3.詞典  

413.09041  

黃帝內經現代釋用手冊 / 劉富海, 劉

燁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09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735-925-4 ( 平 裝 )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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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經 2.中醫理論 3.養生  413.11  

天靜.小精方 / 胡天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維濃美學, 10810 .-- 3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11-0-9 

(平裝) NT$1200  

1.中醫診斷學 2.舌診  413.2  

男人補氣好活力 / 楊力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

419-4 (平裝)  

1.中醫 2.養生 3.男性  413.21  

新校本醫宗金鑑. 二, 訂正仲景全書

金匱要略注 / (清)吳謙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810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7-2303-

7 (平裝)  

1.金匱要略 2.研究考訂  413.31  

女人放輕鬆 ,身體更健康  / 胡心瀕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09 .-- 240 面; 21 公分 .-- (Care 系

列 ; 45) .-- ISBN 978-957-13-7966-1 

(平裝) NT$320  

1.婦科 2.中醫 3.婦女健康  413.6  

中醫護理 / 葉美玲, 陳興夏, 陳靜修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73-7 (平裝附光碟片) NT$360  

1.中醫治療學 2.保健常識  413.9  

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祛病痛 / 

李志剛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8745-0 (平裝)  

1.按摩 2.刮痧 3.拔罐 4.艾灸  413.9  

針灸甲乙經 / (晉)皇甫謐原著 ; 王穎

點校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 

10811 .-- 303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

健站 ; 93) .-- ISBN 978-986-346-270-5 

(平裝) NT$350  

1.針灸  413.91  

浮針醫學綱要 / 符仲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光, 10809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503-7-0 (平裝) 

NT$650  

1.針灸 2.中醫  413.91  

艾灸排寒 / 單桂敏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3-0 (平

裝) NT$350  

1.艾灸 2.經穴  413.914  

一按搞定,腦疲勞造成的不停機生活

就這樣終結 : 消減疲勞/預防失智/生

髮翩翩/無壓力,就這樣按摩頭皮 / 唐

金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94-9-1 (平裝) NT$450  

1.按摩 2.經穴 3.頭部 4.健康法  

413.92  

足浴足療百病通 / 李志剛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8744-3 (平

裝)  

1.按摩 2.經穴 3.腳  413.92  

嬰幼兒對症推拿寶典 : 中醫師媽媽

教你迅速緩解孩子的不舒服 / 周健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7-0-3 (平裝) NT$380  

1.推拿 2.小兒科 3.中醫  413.92  

九九養腎功 : 動靜之間「氣」的不

老學 / 涂金湶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十

色 Sex ; 31) .-- ISBN 978-986-443-123-

6 (平裝) NT$350  

1.氣功 2.性知識  413.94  

王懷琪精功八段錦 / 王懷琪原著 ; 三

武組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1 .-- 254 面; 21 公分 .-- (武術秘

本圖解 ; 3) .-- ISBN 978-986-346-268-

2 (平裝) NT$280  

1.氣功 2.養生  413.94  

情緒食療 : 找到你的情緒體質,吃回

身心健康 / 謝無愁, 謝小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

出版基地發行,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07-8 (平

裝) NT$420  

1.食療 2.養生  413.98  

本草綱目現代釋用手冊 / 劉富海, 劉

燁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09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735-923-0 ( 平 裝 ) 

NT$400  

1.本草綱目 2.中藥材  414.121  

揭開千年漢藥經方的秘密 / 宋和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菩提, 108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9603-34-8 (平裝) NT$350  

1.中藥材 2.中藥方劑學 3.中醫理論  

414.3  

醫師認證最強漢方藥 : 人參養榮湯 / 

工藤孝文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名醫圖

解 ; 24) .-- ISBN 978-986-97936-5-0 

(平裝) NT$350  

1.中藥方劑學 2.養生  414.6  

臨床鏡檢學 / 顏永仁等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

501-2 (平裝) NT$450  

1.臨床鏡檢學  415.122  

最新哈里遜內科學手冊 / Dennis L. 

Kasper 等合著 ; 李心辰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901 .-- 

1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341-420-9 (平裝)  

1.內科 2.臨床醫學 3.手冊  415.2  

新內科住院醫師鐵則 : 個案實戰指

引 / 聖路加国際病院内科チーフレ

ジデント原著 ; 陳依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3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318-6 (平裝)  

1.臨床內科  415.205  

實戰急重症醫學指引 : 以臨床實例

為前導 / 張家昇, 顏至慶, 陳欽明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09 .-- 3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24-3 (平裝) NT$700  

1.急診醫學 2.重症醫學 3.重症護理  

415.22  

戰鬥外傷救護 / 照井資規作 ; 吳逸騹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2 .-- 1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1-6 (平裝) NT$320  

1.急救 2.緊急醫療救護  415.22  

醫師國考 Winner : 寄生蟲學 / 林庭

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19-3 (平裝)  

1.寄生蟲學  415.29  

愛,髓時都在 /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

化,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59-9 (平裝) NT$350  

1.骨髓移植 2.通俗作品  415.654  

異位性皮膚炎 / 朱家瑜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 10809 .-- 192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叢書 ; 241) .-- 

ISBN 978-986-94905-9-7 ( 平 裝 )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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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異位性皮膚炎  415.712  

指甲健康研究室 : 40 堂從家庭保健

到手足及指甲護理的實務指引 / 李

安騏, 中華民國手足保健教育協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運動星球) .-- 

ISBN 978-986-289-488-0 ( 平 裝 ) 

NT$380  

1.指甲疾病 2.保健常識  415.776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 : 喝

對水.慎防毒.控三高 / 江守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8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9528-61-0 (平裝) NT$350  

1.腎臟疾病 2.保健常識  415.81  

攝護腺癌 : 男性的隱形殺手: 年過 40

的男人,都該知道的攝護腺問題 / 黃

一勝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09 .-- 184 面; 21 公分 .-- (專科一

本通 ; 14) .-- ISBN 978-986-443-026-0 

(平裝) NT$300  

1.前列腺疾病 2.保健常識  415.87  

*跟記憶拔河 : 走過阿滋海默症迷宮

的孤寂之旅 / 黛安娜.佛萊兒.麥高文

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 10810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49-3 ( 平 裝 ) 

NT$320  

1.阿茲海默氏症 2.病人 3.傳記 4.美

國  415.9341  

痠痛完治 : 根除疑難痛 / 許宏志著 .-

- 增訂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0 .-

- 256 面; 23 公分 .-- (健康生活館 ; 

80) .-- ISBN 978-957-32-8659-2 (平裝)  

1.疼痛醫學  415.942  

診療室的人生練習 : 和解、告別、

釋放,找回平衡的自己 / 楊重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

歌發行,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Y 角度 ; 23) .-- ISBN 978-986-97668-

8-3 (平裝) NT$300  

1.精神醫學 2.醫病關係 3.通俗作品  

415.95  

* 財 團 法 人 精 神 健 康 基 金 會 年 報 . 

2018 /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10809 .-- 

1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0779-8-9 (平裝)  

1.精神健康基金會 2.精神醫學  

415.9506  

當身體說不的時候 : 過度壓抑情緒、

長期承受壓力,身體會代替你反抗 / 

嘉柏.麥特(Gabor Maté)著 ; 李佳緣, 

林怡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62-2 (平裝) NT$400  

1.心身醫學 2.壓力 3.神經內分泌學 4.

通俗作品  415.9511  

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 : 停止腦

中小劇場,輕鬆卸下內心的重擔! / 水

島廣子著 ; 楊詠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0810 .-- 192 面; 21 公

分 .-- (大好時光 ; 29) .-- ISBN 978-

986-248-841-6 (平裝) NT$260  

1.精神衛生學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

導  415.9516  

瘋狂之所在 / 麥可.傑伊(Mike Jay)作 ; 

林曉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1 .-- 256 面; 29 公分 .-- (不歸類 ; 

160) .-- ISBN 978-986-344-698-9 (精裝) 

NT$1500  

1.伯利恆皇家醫院 2.精神科醫療院

所 3.神經精神病 4.醫學史 5.英國  

415.96  

自閉症社交技巧手冊 : 幫助孩子學

習社交技巧與交友的活動 / Catherine 

Pascuas 著 ; 陳美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081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71-6 (平裝) 

NT$250  

1.自閉症 2.社交技巧 3.特殊教育  

415.988  

焦慮也沒關係 : 與焦慮和平共存的

生活法則 / 思小妞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

舟 ; 4014) .-- ISBN 978-986-97936-7-4 

(平裝) NT$380  

1.焦慮症 2.通俗作品  415.992  

傷口護理實務手冊 / 羅淑芬編著 .-- 

三 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 

10810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3-7 (平裝) NT$200  

1.外科 2.傷口護理 3.手冊  416.026  

生死交接 : 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

記  / 約 書 亞 . 馬 茲 里 奇 (Joshua D. 

Mezrich)著 ; 柯清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810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56-1 (平裝) 

NT$399  

1.馬茲里奇(Mezrich, Joshua D.) 2.器

官移植 3.通俗作品  416.17  

搶救視力 : 全方位亮睛睛護眼寶典 / 

梁崇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

化, 10810 .-- 64 面; 28 公分 .-- (呷健

康 ; 11) .-- ISBN 978-986-97879-8-7 

(平裝) NT$280  

1.眼科 2.眼部疾病 3.視力保健  

416.7  

美國驗光師考試試題解析 / Freddy 

W. Chang 等作 ; 楊文卿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0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

422-3 (平裝) NT$550  

1.驗光 2.視力 3.眼部疾病  416.767  

眼鏡光學 / 陳揚捷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66-7 

(平裝) NT$420  

1.光學 2.眼鏡 3.驗光  416.767  

護鼻健腦一點通 : 常做「護鼻健腦

操」改善學童過敏、更聰明 / 洪啟

超, 詹益能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元氣齋,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自學中醫系列 ; 86) .-- ISBN 978-986-

96160-8-9 (平裝) NT$220  

1.過敏性鼻炎 2.中醫  416.8721  

牙 科 器 械 概 論  / Carmen Scheller-

Sheridan 原著 ; 林叡均, 李恆, 孫鼎茂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316-2 (平裝)  

1.牙科材料 2.牙科設備 3.外科器械  

416.98  

排子宮的寒 / 楊力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0810 .-- 250 面; 23 公

分 .-- (好健康) .-- ISBN 978-957-8683-

74-7 (平裝) NT$340  

1.婦科 2.食療 3.食譜  417  

求孕,是一個人的戰場 : 十七年,只為

等一個你 / 汪用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

分 .-- (Vision ; 188) .-- ISBN 978-986-

406-170-9 (平裝) NT$310  

1.不孕症 2.通俗作品  417.125  

請教鄒醫師,女性必知的 24 個婦女

泌尿問題 / 鄒頡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09 .-- 176 面; 23 公分 .-

- (Dr. Me 健康系列 ; 165) .-- ISBN 

978-986-97735-6-0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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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婦科 2.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3.問題

集  417.2022  

幼兒衛生保健 / 萬鈁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10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72-0 (平裝) 

NT$440  

1.小兒科 2.幼兒健康  417.5  

如何面對兒童疼痛 : 從心理、生理

談處置 / Leora Kuttner 原著 ; 謝瀛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315-5 (平裝)  

1.小兒科 2.疼痛醫學  417.5  

老年病症候群 /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

醫學會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272 面; 26 公分 .-- (老年醫

學叢書系列) .-- ISBN 978-986-368-

320-9 (平裝)  

1.老年醫學  417.7  

老年醫學 / 謝瀛華等著 ; 王俐文主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52-2 (平裝) NT$420  

1.老年醫學  417.7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的原則與技巧 /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主編 .-- 二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264 面; 

26 公分 .-- (老年醫學叢書系列) .-- 

ISBN 978-986-368-321-6 (平裝)  

1.老年醫學  417.7  

走出癌症的陰影 : 回歸身體的本然

智慧 / 欽騰.費特(Chintan Veet)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聚落書屋, 10810 .-- 

56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5073-2-5 (平裝) NT$160  

1.癌症 2.病人 3.自然療法  417.8  

與癌症共存  : 患者該學習的事  / 

Stewart B. Fleishman 原著 ; 劉宛欣, 

吳秉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17-9 (平裝)  

1.癌症 2.病人 3.生活指導  417.8  

絕地綠光 / 黃筱珮, 邱玉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公司, 108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933-1-8 (平裝) NT$360  

1.罕見疾病 2.病人 3.自我實現  

417.9  

日本醫師的減醣提案 : 治過敏,降血

糖,改善憂鬱症 / 溝口徹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生活健康 ; B474) .-- ISBN 978-

986-5408-04-6 (平裝)  

1.食療 2.健康法 3.自主神經  418.91  

快速了解各種飲食宜忌 / 柯友輝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醫學健

康館 ; 22) .-- ISBN 978-986-97460-9-0 

(平裝)  

1.食療 2.健康飲食  418.91  

天天五蔬果 疾病遠離我 / 陳彥甫

著 .-- 新北市 : 源樺, 10809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008-3-9 

(平裝) NT$380  

1.食療 2.果菜汁 3.食譜  418.915  

遠紅外線氣功床的中醫理論與見證 / 

李京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

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810 .-

- 200 面; 23 公分 .-- (養身健康 ; 

126) .-- ISBN 978-986-5665-77-7 (平裝) 

NT$350  

1.遠紅外線療法  418.93212  

運動百憂解 : 克服哀傷的最佳處方

箋 / 蜜雪兒.史丹克鮑加德(Michelle 

Steinke-Baumgard)作 ; 陳正芬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 (心靈方舟 ; 4013) .-- ISBN 978-986-

97936-6-7 (平裝) NT$420  

1.運動療法 2.心理治療 3.心身醫學  

418.934  

做好園藝治療的方法 / 曹幸之等編

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1-4 ( 平 裝 ) 

NT$380  

1.職能治療 2.園藝學  418.94  

做自己的旁觀者 : 用禪的智慧自我

療癒 / 包祖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810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711-9-1 (平裝) 

NT$380  

1.心靈療法 2.靈修  418.98  

聽心,500 小時的新生 / 深蘭華亭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 

10809 .-- 192 面; 23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96913-9-0 (平裝)  

1.心靈療法 2.健康法  418.98  

100%無毒精油日用品 DIY 全圖鑑 : 

用 12 種精油做 200 款食衣住行的清

潔、消毒、芳香聖品,打造潔淨芬芳

的生活環境 / 陳美菁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蘋果屋, 10811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118-4-2 (平裝) 

NT$3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大通靈家. 2 : 艾德格.凱西療癒精要 / 

威廉.麥嘉里(William A. McGarey)著 ;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8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01-09-2 (平裝) NT$450  

1.另類療法 2.健康法  418.995  

遇見巴曲花波 : 關於人格、脈輪、

情緒與量子醫學實證 / 許心華, 謝昊

霓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81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65-2-7 (平裝) NT$380  

1.自然療法  418.995  

精油日常 : 跟隨季節變化的芳香療

法使用課題 / 蕭秀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71-5 (平

裝) NT$42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精油香水實驗室 : 練習聆聽香氣,精

選 45 種天然精油與原精,調配你的

室內擴香、精油鍊、香水、香氛禮

物 / 珍妮佛.碧絲.琳德(Jennifer Peace 

Rhind)著 ; 鄭百雅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樹林, 10811 .-- 224 面; 23 公

分 .-- (自然生活 ; 35) .-- ISBN 978-

986-6005-92-3 (平裝) NT$45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圖解巴赫花精 / 李泓斌, 蔡桑妮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5-

9 (精裝)  

1.自然療法 2.順勢療法  418.995  

敲醒生命自癒力 : 思維場療法應用

指南 / 珍妮.湯普森(Janet Thomson)

著 ; 廖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10809 .-- 288 面; 21 公

分 .-- (Ho ; 135) .-- ISBN 978-986-357-

161-2 (平裝) NT$360  

1.另類療法 2.經絡療法 3.情緒 4.能

量  418.995  

頭薦骨療癒書 : 從我的手,將光和愛

傳 送 給 你  / 凱 特 . 麥 金 農 (Kate 

Mackinnon)著 ; 王君丰, 張佳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811 .-- 336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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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401-10-8 (平

裝) NT$420  

1.骨療法 2.自然療法  418.995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 2019 / 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 .-- 

新北市 : 醫策會, 1081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051-9-5 (平

裝)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療科技 3.個案

研究  419.2  

護理考試題全輯  / 華杏編輯部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8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

547-7 (平裝)  

1.護理學 2.問題集  419.6022  

整合多元情境教學方法於護理專業

課程之教學實踐 / 張淑女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

621-3 (平裝) NT$580  

1.護理教育 2.教學法  419.63  

社區關懷訪視及個案管理人員安全

手冊 / 戎瑾如等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衛福部, 10808 .-- 1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01-9 (平裝) 

NT$120  

1.社區式照護服務 2.社會個案工作  

419.711  

南加大醫學中心外科加護病房手冊 / 

Elizabeth Benjamin, Demetrios 

Demetriades 原著 ; 簡立建, 游沅叡, 

蘇子靖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22-3 (平裝)  

1.加護病房護理 2.重症醫學 3.手冊  

419.821026  

超越老衰死 : 卓家老人們的故事 / 莫

卓宜娟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帶路

國際商貿諮詢顧問, 10810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316-0-4 

(平裝) NT$100  

1.安寧照護 2.緩和醫療照護 3.生命

終期照護  419.825  

家政 

家政概論 / 蔡語慧, 徐美貴, 范綺葳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811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776-6-7 (下冊:平裝)  

1.家政  420  

這樣打掃不生病!(全圖解) : 醫療級

清潔專家帶你一天 12 分鐘,輕鬆清

除「病原灰塵」,遠離呼吸道、腸胃

道感染 / 松本忠男作 ; 鍾雅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

446-5 (平裝) NT$28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圖解小資女的人生整理術 / 新星出

版社編集部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39-

3 (平裝) NT$320  

1.家政 2.女性 3.生活指導  420  

我們的簡單豐富生活提案  / Shiori

著 ; 王詩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

河舍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生活系 ; 6) .-- 

ISBN 978-986-96624-8-2 (平裝)  

1.家政 2.簡化生活 3.生活指導  

421.4  

該買或不買,該留或不留 : 人生下半

場,我想要這樣的生活. 2 / 廣瀨裕子

著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40 種 )(Upward ; 

104) .-- ISBN 978-957-9314-37-4 (平裝) 

NT$320  

1.家政 2.生活指導  421.4  

0 混亂 有寶寶的優雅生活 / Baby-mo

編輯部著 ; 李宜萍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0810 .-- 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255-0-4 (平裝) 

NT$48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3.育兒  

422.5  

服飾形象設計 / 郭麗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3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45-2 (平裝) NT$550  

1.服飾 2.服裝設計  423.2  

顏分析 : 穿搭左右你的顏值!照鏡子

就變美的最強時尚法則 / 岡田實子

著 ; 高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40-2 (平裝)  

1.衣飾 2.服裝 3.時尚  423.2  

巴黎女子的優雅時尚穿搭 / 福田麻

琴作 ; Demi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43-388-6 (平裝)  

1.女裝 2.衣飾 3.時尚  423.23  

穿衣顯瘦 : 一分鐘從飄大嬸味變身

時尚佳人 / 窪田千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田, 10811 .-- 128 面; 21 公

分 .-- (Creative ; 143) .-- ISBN 978-

986-179-582-9 (平裝) NT$350  

1.衣飾 2.時尚  423.23  

人體彩繪初級認證 / 盧芃秝, 李文娟

編著 .-- 高雄市 :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108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178-1-2 (平裝) NT$360  

1.人體彩繪 2.考試指南  425  

美容丙級技術士 : 技能檢定數位寶

典 / 徐珮清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 10809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65-0 (平

裝) NT$330  

1.美容 2.美容師 3.考試指南  425  

痘痘,醫生教你鬥! : 痘疤女王莊盈彥

讓肌膚乖乖聽話的養肌攻略 / 莊盈

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商周其他系列 ; 

B00304) .-- ISBN 978-986-477-742-6 

(平裝) NT$350  

1.皮膚美容學 2.化粧品  425.3  

自己的頭髮自己救! : 72 款沙龍級髮

妝品 / 甯嘉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8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716-4-1 (平裝)  

1.毛髮 2.毛髮疾病 3.健康法  425.5  

美髮造型實務 / 楊茂男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7890-4-2 (下冊:平裝)  

1.美髮 2.髮型  425.5  

美后主播 高子涵 / 高子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家, 10809 .-- 208 面; 

26 公分 .-- (大中華禮儀百科全書 ; 

3) .-- ISBN 978-986-7513-15-1 (平裝)  

1.姿勢 2.儀容 3.自我實現  425.8  

中國女紅 /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8-

557-1 (平裝) NT$540  

1.女性 2.手工藝  426  

小小一個就很亮眼!迷人の珠繡飾品

設計 / haitmonica 著 ; 周欣芃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0 .-- 

80 面; 26 公分 .-- (愛刺繡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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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02-513-9 ( 平 裝 ) 

NT$35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我的第一本擬真花草刺繡  : 超立

體!50 種必學針法 X31 款人氣繡花,

零基礎也能繡出結合異素材的浪漫

花藝作品 / 李姬洙著 ; 張雅眉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81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118-3-5 (平裝) NT$399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我愛狗狗刺繡書 380 選 : 7 位刺繡名

師設計!送給所有狗爸媽的愛犬主題

圖案 / 歐克桑納.可可芙基娜(Oksana 

Kokovkina)著 ; 賴姵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811 .-- 120 面; 

28 公分 .-- (Hands ; 59) .-- ISBN 978-

986-97710-8-5 (精裝) NT$38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斉藤謠子の質感日常自然風手作服

&實用布包 / 斉藤謠子著 ; 瞿中蓮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1 .-- 96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學 ; 

43) .-- ISBN 978-986-302-514-6 (平裝) 

NT$580  

1.縫紉 2.衣飾 3.手提袋 4.手工藝  

426.3  

無拉鍊設計的一日縫紉 : 簡單有型

的鬆緊帶褲&裙 / Boutique-sha 著 ; 洪

鈺惠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

化 , 10810 .-- 80 面 ; 26 公 分  .-- 

(Sewing 縫紉家 ; 17) .-- ISBN 978-

986-302-509-2 (平裝) NT$35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自然風毛線坐墊 : 37 款圖樣,正面反

面都可愛! / 主婦與生活社作 ; 林詠

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3-7957-9 (平裝) NT$35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自然纖維編織技法全書  / 孫業琪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

538-5 (平裝) NT$50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初學者的鉤織包入門 BOOK : 經典

圖紋 x 素雅簡約 x 可愛童趣,用基本

針法做出專屬於你的實用百搭包! / 

金 倫 廷 著  .-- 新 北 市  : 蘋 果 屋 , 

1081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18-2-8 (平裝) NT$450  

1.編織 2.手提袋  426.4  

*纏花工藝傳承經典 : 陳惠美的春仔

花設計課 / 陳惠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林文化, 10809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83-101-3 (平裝) 

NT$560  

1.花飾 2.手工藝  426.77  

生命與味覺 : 「來吧,請慢慢享用」

「開動了」 / 辰巳芳子作 ; 陳心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07-4 (平裝) NT$380  

1.飲食 2.烹飪 3.文集  427.07  

#激惡飯 / 激惡飯製作委員會作 ; 連

雪 雅 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 

10810 .-- 96 面; 21 公分 .-- (好日好食 ; 

50) .-- ISBN 978-957-658-242-4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  

(Step by step 圖解)吃到 100 分營養的

食材料理術 / 小田真規子, 東京慈惠

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營養部著 ; 游

韻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206-7 (平裝) NT$480  

1.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  

一次學會蒸.燉.煮! : 用簡單食材變化

出豐富菜餚,做出自己的專屬美味! / 

薩巴蒂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

國際書局, 10812 .-- 192 面; 23 公分 .-

- (瘋食尚 ; SFA007) .-- ISBN 978-986-

301-940-4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一起吃飯吧! : 帥廚廣宏一的經典家

常菜 100 / 廣宏一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 10810 .-- 176 面; 24 公

分 .-- (Cook ; 50191) .-- ISBN 978-986-

97710-6-1 (平裝) NT$480  

1.食譜  427.1  

舌尖上的人生廚房 / 凌煙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406-0 

(平裝)  

1.食譜  427.1  

早安健康湯 X 晚安蔬菜湯 / 浜內千

波著 ; 林俞萱翻譯 .-- 臺北市 : 睿其

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472-81-5 (平裝)  

1.食譜 2.湯  427.1  

老滋味新煮意 / 王貴梅總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台灣左鄰右舍關懷與

照護協會, 10809 .-- 12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8279-0-4 ( 平 裝 ) 

NT$300  

1.食譜  427.1  

低醣-加油讚 / 鄭慶雯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三藝, 10809 .-- 96 面; 23 公

分 .-- (餐飲生活 ; 4) .-- ISBN 978-986-

96685-6-9 (平裝) NT$198  

1.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  

呷四季 / 李昉容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22) .-- ISBN 978-986-384-387-

0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花樣主食 : 從最平凡的一鍋飯,到中

西合璧的各式麵點,輕鬆上桌! / 薩巴

蒂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瘋

食尚 ; 6) .-- ISBN 978-986-301-939-8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家.酒場 : 66 道下酒菜,在家舒服喝一

杯(或很多杯) / 比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59) .-- 

ISBN 978-986-98188-3-4 ( 平 裝 ) 

NT$480  

1.食譜  427.1  

氣炸鍋超人氣精選食譜 100+ / 徐湘

珠, 蕭秀珊, 施宜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自慢廚

房 ; 2AB860) .-- ISBN 978-957-9199-

71-1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常備即食料理包 / 辜惠雪, 王安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10811 .-- 184 面; 26 公分 .-- (滋味館 ; 

87) .-- ISBN 978-986-98041-0-3 (平裝) 

NT$399  

1.食譜  427.1  

給 料 理 新 手 的 食 材 與 料 理 全 書  / 

Better Home 協會著 ; 林宜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192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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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好吃 ; 10) .-- ISBN 978-986-

477-735-8 (精裝) NT$350  

1.食譜 2.烹飪  427.1  

腰瘦早餐 : 100 樣簡單美味的腹部燃

脂餐 / 大衛.辛振可(David Zinczenko)

著 ; 祁怡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06-1 (平裝) NT$380  

1.Reducing diets 2.Weight loss. 3.食譜 

4.減重  427.1  

鹽漬、油封、烘烤、冷藏食材的熟

成與活用 / 福家征起著 ; 連雪雅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1 .-- 

112 面; 26 公分 .-- 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459-208-1 ( 平 裝 ) 

NT$450  

1.食譜 2.烹飪  427.1  

5 材料 X3 步驟下班後的法式料理 / 

サルボ恭子作 ;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75-3 

(平裝) NT$320  

1.食譜 2.法國  427.12  

地中海飲食料理輕鬆上手 : 使用在

地食材,掌握關鍵訣竅,隨意搭配,都

是健康美味! / 謝宜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 聯合發

行,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94) .-- ISBN 978-986-98200-

0-4 (平裝) NT$399  

1.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2  

兩個人的巴黎餐酒館 / Phoebe W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

736-5 (平裝) NT$420  

1.食譜 2.法國  427.12  

義大利料理地圖 : 深度探訪義大利

飲食文化與 100 道經典義式家常菜 / 

尤金妮亞.彭恩(Eugenia Bone), 茱莉

亞.德拉.克羅斯(Julia della Croce)撰

文 ; 美國實驗廚房食譜 ; 林凱雄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8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22-64-4 (精裝)  

1.食譜 2.飲食風俗 3.義大利  427.12  

MASA 日本季節別料理 / 山下勝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出

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廚房 ; 96) .-- 

ISBN 978-986-98200-1-1 ( 平 裝 ) 

NT$420  

1.食譜 2.日本  427.131  

日本料理. 入門篇 / 黃女玲, 鐮倉聡

編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39-5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食譜 2.烹飪 3.日本  427.131  

東南亞美食旅行 / 金禮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0-8 

(平裝) NT$580  

1.食譜 2.東南亞  427.138  

蘿拉老師的泰菜研究室 / 蘿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1-

5 (平裝) NT$480  

1.食譜 2.泰國  427.1382  

越南街邊美食,懂得吃也懂得做 / 杜

漢琛, 杜與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810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4-151-3 ( 平 裝 ) 

NT$360  

1.食譜 2.越南  427.1383  

人氣精品麵包烘焙 / 許明輝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膳書房文化, 10810 .-- 

208 面; 26 公分 .-- (烘焙屋系列 ; 

61) .-- ISBN 978-986-5898-81-6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小家庭常備麵包 : 即食美味的冷凍

麵團懶人術 / 史瑞暘, 胡俊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10811 .-- 224 面; 26 公分 .-- (頑味 ; 

65) .-- ISBN 978-957-8628-46-5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小烤箱的低醣低碳甜點 : 餅乾 x 派

塔 x 吐司 x 蛋糕 x 新手必備的第一

本書 / 陳欲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810 .-- 1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4-152-0 ( 平 裝 )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米其林甜點 / 王森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 10811 .-- 224 面; 26 公

分 .-- (黑貓廚房 ; 67) .-- ISBN 978-

957-2077-70-2 (平裝) NT$480  

1.點心食譜  427.16  

威化紙花 / Ciao Sugar Art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0 .-- 18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8683-73-0 ( 平 裝 ) 

NT$490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神手媽媽棋惠的手感烘焙 / 張棋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8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447-2 (平裝) NT$399  

1.點心食譜  427.16  

氣炸鍋烘焙 : 餅乾酥脆.蛋糕柔軟,32

道成功率 100%的超好吃氣炸鍋點心 

/ 金子恩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生活樹系列 ; 78) .-- ISBN 

978-986-507-057-1 (平裝) NT$350  

1.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下 / 劉發勇等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0 .-- 184 面; 27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986-

5928-97-1 (平裝)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捲捲揉快製麵包 / 清水美紀作 ; 江宓

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

書, 10811 .-- 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905-5-0 (平裝) NT$28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滋味 : 傳統糕點教程 / 石鵬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6-4 ( 平 裝 ) 

NT$250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無蛋奶 不過敏 自然食材烘焙坊 / 石

井織繪作 ;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 10810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01-376-0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零失敗!Sophie 的低醣生酮烘焙完美

配方 / Sophie 著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06-7-3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精萃奢華甜點饗宴 / 王宗祐, 謝美雪, 

劉育宏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

化, 10809 .-- 160 面; 26 公分 .-- (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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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 35) .-- ISBN 978-957-9065-28-3 

(精裝) NT$550  

1.點心食譜  427.16  

樂作中式發麵趣 / 彭秋婷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810 .-- 

184 面; 26 公分 .-- (大廚來我家 ; 9) .-

- ISBN 978-957-9065-29-0 ( 平 裝 )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魚貝海鮮料理事典 : 世界級的夢幻

魚貝食材,圖鑑食譜,一本搞定! / 凱特.

懷特曼(Kate Whiteman)著 ; 張亞男, 

潘晶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Chef 

guide ; 1) .-- ISBN 978-986-443-298-1 

(精裝) NT$560  

1.海鮮食譜 2.烹飪  427.25  

創意素食月子餐 : 無中藥味,滋補營

養的省錢美味料理! / 吳琇卿, 邱寶

鈅著 .-- 四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

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811 .-- 92

面; 23 公分 .-- (自然食趣 ; 10) .-- 

ISBN 978-986-5665-78-4 ( 平 裝 ) 

NT$250  

1.素食食譜 2.藥膳  427.31  

中醫師教你正確吃豆漿、豆花、豆

腐 : 206 道對症配方食譜,養生美容、

防病治病 / 王作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健康養

生區 Healthy Living ; 9) .-- ISBN 978-

957-8683-71-6 (平裝) NT$420  

1.豆腐食譜 2.豆菽類  427.33  

秘製養生豆漿 : 營養科主任的私藏

秘方大公開 / 李寧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7-1-0 

(平裝) NT$320  

1.大豆 2.飲料 3.豆腐食譜  427.33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 / 陳翠芬, 王

正方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 10809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4-842-0 (平裝)  

1.飲料 2.考試指南  427.4  

咖啡調酒的微醺術 : 77 款世界調酒

大師的咖啡雞尾酒創意酒譜,小心上

癮! / 傑森.克拉克(Jason Clark)著 ; 艾

力 克 斯 . 艾 蒂 克 夫 . 奧 西 卡 (Alex 

Attikov Osyka)攝影 ; 林惠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09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08-536-1 

(平裝) NT$599  

1.調酒 2.咖啡  427.43  

日日健康低卡甘糀 : 用日本傳統天

然發酵米麴完全取代糖,輕鬆享瘦美

味新生活 / 吳惠萍, 謝宜芳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常 生 活 文 創 ,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96-1-0 (平裝) NT$350  

1.調味品 2.食譜  427.61  

烘焙學 / 盧訓等合著 ; 張雯雯總編

輯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10 .-- 55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2-0 (平裝) NT$620  

1.烹飪 2.點心食譜  427.8  

爆笑娘的厭世育兒日誌 / 倔強手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13) .-- 

ISBN 978-986-384-386-3 ( 平 裝 ) 

NT$399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  

成功餵母乳 : 王牌泌乳師傳授讓母

乳源源不絕的追奶法,用無痛按摩解

決塞奶、乳線炎! / 鍾惠菊著 .-- 新北

市 : 大樹林, 10810 .-- 216 面; 23 公

分 .-- (育兒經 ; 3) .-- ISBN 978-986-

6005-91-6 (平裝) NT$380  

1.母乳餵食 2.育兒  428.3  

0-2 歲的寶寶遊戲圖鑑 : 玩出好情緒、

集中力! / 波多野名奈監修 ; 安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6-3 (平裝)  

1.育兒 2.親子遊戲  428.82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爸媽-都是作文老

師! / 洪俊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04-02-1 ( 平 裝 ) 

NT$35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作文  428.83  

漫畫圖解小兒疾病 / 土田晉也, 鳥海

佳代子, 宮下守著 ; 王薇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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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0 .-- 128 面; 28 公分 .-- (育兒通 ; 

SR0099) .-- ISBN 978-986-5752-82-8 

(平裝) NT$400  

1.家庭醫學 2.小兒科 3.育兒 4.漫畫  

429  

產科醫師的好孕教室 : 讓媽媽安心,

寶寶健康的懷孕計畫書  / 陳勝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CARE ; 

46) .-- ISBN 978-957-13-7978-4 (平裝) 

NT$400  

1.懷孕 2.妊娠 3.分娩 4.產前照護  

429.12  

清潔 : 照顧空間與人的需要 / 琳達.

湯瑪斯 (Linda Thomas)著  ; 陳脩平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三元生

活實踐社, 10809 .-- 448 面; 21 公分 .-

- (人智學世界觀.藝術生活 ; 1) .-- 

ISBN 978-986-97160-3-1 ( 平 裝 ) 

NT$480  

1.家庭衛生 2.生活指導  429.8  

隨手家事清潔百科 / 收納 Play 編輯

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0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2-2 (平裝) NT$450  

1.家庭衛生 2.家政  429.8  

農業 

新世代農業生物保護劑計畫成果專

刊. 2019 / 洪嘉鎂等採訪 ; 張哲誌, 許

昊仁編輯 .-- 新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

院, 108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025-9-4 (平裝) NT$350  

1.農業生物學 2.生物技術  430.1635  

機器業與江南農村 : 近代中國的農

工業轉換(1920-1950) / 侯嘉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發行, 10809 .-- 35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355-8-2 ( 平 裝 ) 

NT$400  

1.農業史 2.中國  430.92  

*農學.休閒.生活 : 臺灣農業產業文

化之體驗與創新 / 張宏政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809 .-- 

2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

832-9 (平裝) NT$350  

1.休閒農業 2.農業經營 3.臺灣  

431.23  

農產運銷焦點複習講義  / 江峰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0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4-4 (平裝)  

1.農產運銷  4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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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農會發展史 / 陳勝隆編撰 .-- 

初 版  .-- 基 隆 市  : 基 市 文 化 局 , 

10810 .-- 176 面; 27 公分 .-- (基隆文

獻 ; 第 27 期)(基隆文心叢刊 ; 295) .-- 

ISBN 978-986-5417-02-4 ( 平 裝 ) 

NT$360  

1.基隆市農會 2.歷史  431.51  

綠油油物語 : 安全農藥概念手繪本 / 

方麗萍作 .-- 初版 .-- 苗栗縣頭份市 : 

玉田地, 10810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91-1-7 ( 平 裝 ) 

NT$300  

1.農藥  433.73  

普洱茶 / 鄧時海著 .-- 第六版 .-- 臺北

市 : 壺中天第, 10809 .-- 230 面; 30 公

分 .-- (壺中天地藝術叢書) .-- ISBN 

978-986-85637-4-2 (精裝) NT$1200  

1.茶葉 2.茶藝  434.181  

光電綠能設施之農地利用成果發表

會. 108 年. 簡報輯 / 林詠洲, 楊純明

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

所, 10810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9-1 (平裝) NT$300  

1.農作物 2.設施栽培 3.文集  

434.207  

世界水果圖鑑(精心設計果形、果色、

尺寸檢索表;並附產季速查表,讓你聰

明選購當季水果) / 郭信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400-5 

(平裝) NT$950  

1.果樹類 2.植物圖鑑  435.3025  

*北部地區柑橘栽培管理技術暨產業

輔導研討會 / 李阿嬌, 傅仰人編 .-- 

第一版 .-- 桃園市 : 農委會桃園農改

場, 108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3-9 (平裝) NT$300  

1.柑橘類 2.栽培  435.3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年報. 

一 0 七年度 / 陳燕章, 劉一新總編

輯  .-- 臺 北 市  : 農 委 會 林 試 所 , 

10810 .-- 1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7-7 (平裝) NT$2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2.

林業管理  436.03  

葉子圖鑑 / 林将之撰文 ; 黃薇嬪翻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304 面; 23 公分 .-- (台灣自然圖鑑 ; 

46) .-- ISBN 978-986-443-859-4 (平裝) 

NT$690  

1.樹木 2.植物圖鑑  436.110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六十

週年試驗研究成果專刊 / 洪兮雯總

編輯  .-- 臺南市  : 農委會畜試所 , 

10809 .-- 36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0-06-0 (平裝) NT$450  

1.畜產 2.文集  437.107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 家畜人道

運送指南 / 廖震元, 陳書儀作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 [臺中市] : 

台灣農業標準學會 ; [臺北市] : 農委

會, 10809 .-- 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1-0-9 (平裝)  

1.家畜管理 2.運輸 3.指南  437.3026  

汪星人管家業務日記 : 知名網路漫

畫家和愛犬的搞笑日常 / 吳潤道圖.

文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810 .-- 180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7) .-- ISBN 978-986-98234-0-1 (平

裝)  

1.犬 2.寵物飼養 3.通俗作品  

437.354  

別亂教你的狗 : HELP!我的狗會咬人 

/ 漢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18) .-- ISBN 978-986-5408-08-4 (平裝) 

NT$280  

1.犬 2.犬訓練 3.寵物飼養  437.354  

狗狗行為訓練師 : 分析愛犬行為背

後的涵義,量身訂做訓練計畫,成為愛

犬專屬行為訓練師 / 楊家驊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160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90) .-- ISBN 978-

986-443-228-8 (平裝) NT$350  

1.犬 2.寵物飼養 3.犬訓練  437.354  

柴犬的調教與飼養法 / DOG FAN 編

輯部編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漢欣文化, 10810 .-- 160 面; 21 公

分 .-- (動物星球 ; 14) .-- ISBN 978-

957-686-786-6 (平裝) NT$320  

1.犬 2.寵物飼養  437.354  

貓邏輯 / 林子軒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146) .-- ISBN 978-986-384-381-8 (平裝) 

NT$399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64  

肉事典 : 133 個小常識,讓你完全了

解各種食用肉的風味、口感、保存

方法和料理方式 / 実業之日本社著 ; 

張秀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4-

6 (平裝) NT$350  

1.食品科學 2.肉類食物  439.6  

工程 

Creo Parametric 6.0 零件設計. 基礎篇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02-7 (平裝)  

1.電腦輔助設計 2.電腦輔助製造  

440.029  

精通 Creo Parametric 6.0. 基礎篇 / 周

曉 龍 作  .-- 新 北 市  : 易 習 圖 書 , 

1081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0-6 (平裝)  

1.電腦輔助設計 2.電腦輔助製造  

440.029  

精確的力量 : 從工業革命到奈米科

技 ,追求完美的人類改變了世界  / 

Simon Winchester 著 ; 吳煒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456 面; 

21 公分 .-- (賽門.溫契斯特作品集 ; 

1) .-- ISBN 978-957-08-5402-2 (平裝)  

1.工程學 2.歷史  440.09  

工程數學 / 劉明昌, 李聯旺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368 面; 26 公分 .-- 精要版 .-- ISBN 

978-986-503-264-7 (平裝)  

1.工程數學  440.11  

專利法 / 陳龍昇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8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19-6 ( 平 裝 ) 

NT$450  

1.專利法規  440.61  

Inventor 立體製圖設計寶典 / 廖廷睿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09 .-- 

4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395-2 (平裝附光碟片)  

1.工程圖學 2.電腦軟體  440.8029  

解說工程地質 / 歐陽編著 .-- 修訂二

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811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84-0 

(平裝) NT$560  

1.工程地質學  441.103  

高雄市歷史建築「堀江町日式街屋」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陳啟仁計畫主

持 .-- 高雄市 : 高市文化局, 1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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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6-04-1 (平裝) NT$500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高雄市  441.41  

臺中市歷史建築水湳菸樓修復及再

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郭中端計畫

主持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處, 

10809 .-- 4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09-2 (平裝) NT$1000  

1.公共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臺中市  441.41  

營建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

輯 .-- 1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 17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

763-691-1 (平裝) NT$400  

1.營建法規  441.51  

花蓮縣歷史建築光復鄉大豐村古厝

(穎川堂)修復與再利用計畫成果報

告書 / 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初 版  .-- 花 蓮 市  : 花 縣 文 化 局 , 

10809 .-- 3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02-7 (平裝附光碟片)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花蓮縣  441.59  

第十河川局水情監測設備智慧化應

用及效能提升先期規劃 / 昕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新北市 : 水利

署第十河川局, 10808 .-- 3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3-3 (平

裝)  

1.河川工程 2.資訊管理系統  443.6  

地下水可用水量調查分析 : 濁水溪

沖積扇 / 多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水利署水規所, 

10809 .-- 9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3-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500  

1.地下水 2.水資源管理  443.8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完勝攻略 / 周

家輔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51-2 (平裝)  

1.機械工程  446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實力養成 / 周

家輔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52-9 (平裝)  

1.機械工程  446  

冷凍空調概論(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 

李居芳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810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3-0 ( 平 裝 ) 

NT$480  

1.冷凍 2.空調工程  446.73  

冷凍空調實務(含乙級學術科解析) / 

李居芳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810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5-4 (平裝)  

1.冷凍 2.空調工程  446.73  

底盤原理 / 汪國禎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0 .-- 300 面; 27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

械群 .-- ISBN 978-986-5928-96-4 (平

裝)  

1.汽車底盤 2.機械動力學  447.151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

析. 2019 / 王惠玲, 許文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

284-6 (平裝)  

1.電力工程 2.電子工程 3.電動機  

448  

電工法規 /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

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53-1 (平裝)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圖解馬達入門 / 日本 SERVO 株式會

社作 .-- 修訂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科學世

界 ; 239) .-- ISBN 978-986-5408-05-3 

(平裝) NT$280  

1.電動機  448.22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

析 / 陳資文, 林明山, 謝宗良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59-3 (平裝) NT$280  

1.變壓器  448.23  

乙級數位電子學術科(使用 VHDL) / 

林澄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809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4-9 (平裝)  

1.積體電路 2.VHDL(電腦硬體敘述

語言)  448.62  

矽晶圓半導體材料技術 / 林明獻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2-5 (精裝)  

1.半導體 2.工程材料  448.65  

近代光電工程導論 / 林宸生, 陳德請

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3-2 (平裝)  

1.光電工程  448.68  

數位訊號處理 : Python 程式實作 / 張

元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810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57-9 (平裝)  

1.通訊工程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48.7  

mBlock 5(Scratch)程式設計  : 使用

mBot 金屬積木機器人 / 李春雄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8-2 (平裝)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彙編 / 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

市 : 原能會, 10809 .-- 60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3-09-3 (平裝) 

NT$350  

1.輻射防護 2.法規  449.8023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廁門中的修行 : 吳明修建築師公廁

論文集 / 吳明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10810 .-- 160

面; 22 公分 .-- (衛浴文化叢書 ; 1) .-- 

ISBN 978-986-94270-1-2 ( 平 裝 ) 

NT$400  

1.公共廁所 2.文集  445.4607  

一個月 104 克!零廢棄的美好生活 : 

垃圾越少,心靈越富足 / 呂嘉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80) .-

- ISBN 978-986-136-543-5 ( 平 裝 ) 

NT$380  

1.廢棄物處理 2.廢棄物利用 3.簡化

生活  445.97  

綠色環保心地球 : 如何在毒素氾濫

的時代常保身體健康、環境安全和

地 球 運 作 正 常  / 蓋 伊 . 布 朗 (Gay 

Browne)著 ; 張簡守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62-0 (平裝) NT$420  

1.環境保護 2.毒素 3.生活指導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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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食品添加物與實務 / 張哲朗等

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2-1 ( 平 裝 ) 

NT$400  

1.食品添加物  463.11  

釀醬油 : 臺灣醬油之釀製 / 徐仲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食材文化, 10811 .-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6219-2-3 (精裝) NT$890  

1.醬油 2.臺灣  463.45  

Etna Wine Library 西西里火山葡萄酒

指南 / 黃筱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聚樂錄義大利美食, 10809 .-- 624 面; 

21 公分 .-- (美食旅人 ; 5) .-- 中英對

照, 中義對照 .-- ISBN 978-986-92022-

2-0 (精裝) NT$1500  

1.葡萄酒 2.品酒 3.義大利  463.814  

娜娜媽教你做質感.透亮寶石皂 / 娜

娜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生活樹 ; 

077) .-- ISBN 978-986-507-054-0 (平裝) 

NT$380  

1.肥皂  466.4  

製造 

初級水冷式電腦技術完全教學指南 / 

陳茂璋作 .-- 初版 .-- 彰化市 : 中華創

意科技技術研究發展協會, 10809 .-- 

84 面; 26 公分 .-- (國際企業認證系

列) .-- ISBN 978-986-98253-0-6 (平裝) 

NT$200  

1.電腦硬體 2.作業系統 3.電腦維修  

471.5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術科自編教本 / 

李承修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08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58-903-7 ( 平 裝 ) 

NT$160  

1.電腦硬體 2.電腦維修  471.5  

Spring Cloud 極致精巧的微服務架構

開發技術 / 翟永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5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9-777-7 (平裝)  

1.微處理機  471.516  

智慧居家 / 張義和, 程兆龍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 10810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310-0-0 (平裝) NT$4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療癒系迷你紅綠燈 / 施威銘研究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81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

610-2 (平裝) NT$45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實戰 Web:Bit : 創客體驗 x 運算思維

x 物聯網實作 / 黃文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2-7 

(平裝)  

1.電路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設計  

471.54  

薄膜光學與鍍膜技術  / 李正中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藝軒 , 

10810 .-- 6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4-029-6 (精裝)  

1.光學 2.科學技術  471.7  

光固化 3D 列印應用 : 使用手機 APP

實作 T3D 列印機 / 台科三維團隊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1-3 (平裝)  

1.印刷術  477.7  

纖維創作獎專輯. 第二屆 / 張大春總

編輯 .-- 臺中市 : 纖維工藝博物館, 

10810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5-3 (平裝) NT$300  

1.纖維工業 2.作品集  478.16  

圖解小文具大科學 : 辦公室的高科

技 /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 傅莞云

翻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 10810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941-3-8 (平裝) NT$320  

1.文具 2.科學技術  479.9  

古董鋼筆典藏特輯 / <<趣味的文具

箱>>編輯部, <<賞味文具>>編輯部

著 ; 陳妍雯等譯 .-- 臺北市 : 華雲數

位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5799-8-8 (精裝) NT$999  

1.鋼筆  479.96  

商業；各種營業 

有模有樣 / 綠了紅了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2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5-7 (平裝) NT$300  

1.糕餅業 2.飲食風俗 3.食物容器  

481  

家和萬事興 : 禎祥走過一甲子 / 高行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0811 .-- 208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

理 ; 16) .-- ISBN 978-986-96444-8-8 

(平裝) NT$300  

1.禎祥食品 2.食品業 3.企業經營  

481  

磯淵猛的紅茶絕學 / 磯淵猛作 ; 黃筱

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06-1 (平裝) NT$320  

1.茶葉 2.製茶 3.文化  481.64  

臺灣糖廠與社宅街變遷圖集 / 辻原

万規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

人社中心, 10809 .-- 108 面; 42 公分 .-

- ISBN 978-986-5432-02-7 (平裝)  

1.糖業 2.歷史 3.文化景觀 4.臺灣  

481.80933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8 / 陳志峰總

編輯 .-- 新北市 :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

會, 10812 .-- 102 面; 26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81922-6-3 (平

裝)  

1.家禽業 2.統計 3.手冊  483.1028  

築地魚市打工的幸福日子 / 福地享

子著 ; 許展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1 .-- 268 面; 21 公

分 .-- (Eureka ; 2049) .-- ISBN 978-957-

8759-95-4 (平裝) NT$300  

1.水產品業 2.市場 3.通俗作品 4.日

本  483.51  

火鍋開店設計經營學 : 市場趨勢 x

經營策略 x 空間設計,教你如何在市

場中找到獨特定位與價值! / 漂亮家

居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

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09 .-- 240 面; 23 公分 .-- (Ideal 

business ; 13) .-- ISBN 978-986-408-

539-2 (平裝) NT$499  

1.餐飲業 2.創業 3.商店管理  483.8  

餐飲店的賺錢數字 : 好手藝、好服

務還要懂算術,讓你點「食」成金的

42 堂數字管理課 / 河野祐治著 ; 林

欣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企

劃叢書 ; FP2231X) .-- ISBN 978-986-

235-786-6 (平裝) NT$280  

1.餐飲業管理  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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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技術. 下 / 謝美美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10 .-- 

296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餐旅群  .-- ISBN 978-986-385-

200-1 (平裝)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創生態 : 科技加值 服務匯流 / 蘇孟

宗等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 10809 .-- 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64-338-9 (平

裝) NT$350  

1.科技業 2.產業發展 3.臺灣  484  

創新成長夥伴 :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 / 

陳信宏主編  .-- 臺北市  : 中經院 , 

10809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76-97-7 (平裝)  

1.科技業 2.產業發展 3.國際交流  

484  

行動 5.0 : 創造 5G 數位紅利 / 呂學

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809 .-- 256 面; 21 公分 .-- (財

經企管 ; BCB674) .-- ISBN 978-986-

479-824-7 (精裝) NT$480  

1.無線電通訊業 2.產業發展  484.6  

電競運動管理概論 / 鍾從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676-

8 (平裝) NT$560  

1.網路產業 2.電腦遊戲 3.線上遊戲  

484.6  

中華書局前期雜誌出版研究 (1912-

1937) / 徐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 10811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094-7 ( 平 裝 ) 

NT$380  

1.中華書局 2.出版業 3.期刊 4.歷史  

487.78  

台灣視障按摩史(1895AD-2008AD) / 

周美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 10812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19-49-8 ( 平 裝 ) 

NT$300  

1.按摩業 2.歷史  489.1609  

旅館生活 : 逃離現實的私密空間如

何箝制資本主義社會 / 卡羅琳.菲爾

德 .萊凡德 (Caroline Field Levander), 

馬修 .普拉特 .古特爾 (Matthew Pratt 

Guterl)著 ; 丁超譯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654-83-9 (平裝) NT$320  

1.旅館業 2.旅館經營  489.2  

旅館經營管理 / 曾慶欑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60-9 (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基礎飯店管理 / 郭防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

發行, 10809 .-- 3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22-3 

(平裝) NT$600  

1.旅館業管理  489.2  

觀光餐旅業導論. 下 / 李宜玲, 董歆

茹,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10 .-- 248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

群 .-- ISBN 978-986-385-199-8 (平裝)  

1.餐旅業 2.餐旅管理  489.2  

比句點更悲傷 / 大師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809 .-- 256 面; 

21 公分 .-- (Vision ; 185) .-- ISBN 978-

986-406-168-6 (平裝) NT$320  

1.殯葬業 2.文集  489.6607  

浪漫繽紛洋桔梗 : 花藝作品及品種

展示 / 陳建銘等編 .-- 第一版 .-- 彰化

縣 大 村 鄉  : 農 委 會 臺 中 農 改 場 , 

10811 .-- 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0-01-5 (平裝) NT$300  

1.花卉業 2.桔梗目 3.花藝 4.產業發

展  489.9  

商學 

商業概論. 下 /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10 .-- 21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 ISBN 

978-986-385-196-7 (平裝)  

1.商業  490  

讓對方不知不覺一直說好的交涉術 : 

芝加哥商學院、慶應大學都在用的

協商技巧,教你避開談話陷阱,開口就

把對手變盟友! / 印南一路著 ; 劉格

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圖解) .-- 

ISBN 978-957-08-5390-2 (平裝)  

1.商業談判 2.談判策略  490.17  

Gitium 巨量網的數權經濟密碼 / 吉

特共識經濟學院等作 ; 常璽總編輯 .-

- 初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2-3-9 (精裝)  

1.電子商務 2.產業發展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6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0809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002-5-2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文化價值觀與會計準則應用 / 胡本

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 10810 .-- 1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2-6 

(平裝) NT$330  

1.會計人員 2.會計制度 3.中國  495  

中級會計學 / 江淑玲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新陸, 10809 .-- 7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965-6-9 (平裝) 

NT$960  

1.中級會計  495.1  

中國初級會計實務核算 / 張幫鳳, 唐

瑩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810 .-- 3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0-2 

(平裝) NT$480  

1.初級會計  495.1  

會計概論 / 黃麗華編著 .-- 五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37-1 (平

裝)  

1.會計學  495.1  

透視財務報告奧秘手冊系列. 五 / 林

裕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

頓國際, 10809 .-- 1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48-18-2 (平裝)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超圖解審計學 / 馬嘉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02-4 (平裝) 

NT$350  

1.審計學  495.9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故事銷售 : 

5 大法則,讓你的商品 99%都賣掉 / 

川上徹也著 ; 黃立萍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優渥叢書)(Business ; 55) .-- 

ISBN 978-957-8710-41-2 ( 平 裝 ) 

NT$280  

1.行銷學 2.說故事  496  

現代市場行銷學 / 張劍渝, 王誼主

編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810 .-- 344 面; 23 公分 .--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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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ISBN 978-957-680-354-3 (平裝) 

NT$520  

1.行銷學  496  

圖解臉書內容行銷有撇步! : 突破

Facebook 粉絲團社群經營瓶頸 / 蔡

沛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170-9 (平裝) NT$360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社群  

496  

數位行銷的八堂黃金入門課 / 數位

新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4-8 (平裝) NT$400  

1.網路行銷 2.行銷管理  496  

有腦設計 : 運用腦科學打造好產品 / 

John Whalen 原著 ; 張雅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

303-4 (平裝)  

1.商品管理 2.產品設計  496.1  

爆品設計法則 : 微軟行為科學家的

產品思維與設計流程 / 麥特.華勒特

(Matt Wallaert)著 ; 吳慕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44-0 (平

裝) NT$380  

1.商品管理 2.產品設計  496.1  

好文案,讓你賣斷貨 : 先打動顧客的

心,才能讓他們願意花錢 / 蘇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

420-0 (平裝)  

1.廣告文案 2.行銷管理  497.5  

門市經營實務 / 高翠玲, 劉芷伊, 林

佳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 108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197-4 (下冊:平裝)  

1.商店管理  498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 筆試及

清潔作業 / 林宜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1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51-7 (平裝

附光碟片)  

1.商店管理  498.6  

超級店長制霸商圈與領導團隊全攻

略 / 王健婷等撰文 ; 蔡德忠總編輯 .-

- 臺北市  :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 

10809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465-8-9 (平裝)  

1.連鎖商店 2.加盟企業 3.企業經營  

498.93  

企業管理 

海爾轉型筆記 / 郝亞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0811 .-- 216 面; 23

公分 .-- (財經館 ; EE005) .-- ISBN 

978-986-5755-87-4 (平裝) NT$300  

1.企業經營 2.個案研究  494  

量化與細化管理實踐 / 文革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 

10810 .-- 2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9-8 ( 平 裝 ) 

NT$550  

1.企業管理 2.績效管理  494  

視線變遠見 / 楊朝仲等著 ; 林菁菁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90-6 (平裝) NT$360  

1.專案管理  494  

零錯誤策略 : 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

思維 / 邱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677) .-- 

ISBN 978-986-479-835-3 ( 平 裝 ) 

NT$450  

1.企業管理 2.策略管理 3.危機管理  

494  

管理的本質 / 佛瑞蒙德.馬利克著 ; 

李芳齡, 許玉意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810 .-- 480 面; 21 公

分 .-- (天下財經 ; BCCF0388P) .-- 

ISBN 978-986-398-480-1 ( 精 裝 ) 

NT$400  

1.管理科學  494  

爆炸性成長 : 一堂價值一億美元的

「失敗課」 / 克里夫.勒納著 ; 実瑠

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49-3 (平裝) NT$380  

1.企業經營 2.企業管理  494  

少才是力量 : 簡單高效 6 大原則 / 里

奧.巴伯塔(Leo Babauta)著 ; 王岑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

理系列 ; 29) .-- ISBN 978-957-9054-

39-3 (平裝) NT$320  

1.時間管理 2.職場成功法 3.自我實

現  494.01  

每天只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 34 招教

你如何把「時間的主導權」還給你! 

/ 陳美錦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90) .-- ISBN 978-957-8710-43-6 (平裝) 

NT$260  

1.時間管理  494.01  

馬 斯 洛 人 性 管 理 經 典  / 馬 斯 洛

(Abraham H. Maslow), 史 蒂 芬 絲

(Deborah C. Stephens), 海爾(Gary Heil)

著 ; 李美華, 吳凱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43-3 ( 平 裝 ) 

NT$450  

1.馬斯洛(Maslow, Abraham H.) 2.管理

心理學 3.人性管理 4.自我實現  

494.014  

跨領域的競爭力 : 國際高階人才培

訓創新到創業二十年有成 / 劉江彬, 

沈泰民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磐安

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872-6-

0 (平裝) NT$450  

1.科技管理 2.人才 3.培養 4.文集  

494.07  

商業模式全史. 新世紀篇 / 三谷宏治

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46-0 ( 平 裝 ) 

NT$320  

1.商業管理 2.歷史  494.09  

大前研一 : 新型態消費者 / 大前研一

著 ; 呂丹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952-6-5 ( 平 裝 ) 

NT$320  

1.商業管理 2.企業經營  494.1  

大創業家最成功的小事  / 蓋 .川崎

(Guy Kawasaki)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811 .-- 3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7778-87-1 (平

裝) NT$420  

1.創業 2.企業精神 3.職場成功法  

494.1  

青年創富有道 /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

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出版 :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

基金會發行, 10810 .-- 160 面; 21 公

分 .-- (禧年經濟饗宴文輯系列 ; 19) .-

- ISBN 978-986-277-284-3 (平裝)  



37 

 

1.創業 2.理財 3.成功法  494.1  

勝利法則 : 從 3000 年歷史學習經營

戰略 / 鈴木博毅著 ; 黃瑋瑋, 劉佳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36-8 (平

裝) NT$399  

1.企業經營 2.策略管理  494.1  

發現問題思考法 : 突破已知框架,打

開未知領域,升級你的思考維度 / 細

谷功著 ; 程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850-8-2 (平裝) NT$400  

1.企業管理 2.管理理論 3.思考  

494.1  

創業大師 11 堂課 / 林淑瑛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5-

2 (平裝) NT$250  

1.創業 2.企業家 3.職場成功法  

494.1  

新編營運管理 / 羅鍵主編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2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7-4 ( 平 裝 ) 

NT$380  

1.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494.1  

白老鼠與牠的產地 : 為什麼你甘願

成為企業控制下的血汗勞工? / 丹.萊

昂斯(Dan Lyons)著 ;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 (People 系列 ; 

437) .-- ISBN 978-957-13-7960-9 (平裝) 

NT$380  

1.組織文化 2.組織行為  494.2  

企業文化的創造與傳承  / 葉保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82-9 (平裝) NT$480  

1.組織文化 2.組織管理  494.2  

非權威領導 : 帶得動人,讓人才發揮

天賦,創造團隊奇蹟的量子領導力 / 

洪銘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 (翻轉

學系列 ; 23) .-- ISBN 978-986-507-

053-3 (平裝) NT$380  

1.領導者 2.職場成功法  494.2  

重塑組織 : 一份圖文並茂的邀請,歡

迎加入下一階段的組織對話 / 弗雷

德里克.萊盧(Frederic Laloux)著 ; 王

少玲, 陳穎堅, 薛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月管理顧問, 10810 .-- 170

面; 29 公分 .-- 插圖入門版 .-- ISBN 

978-986-97508-2-0 (平裝) NT$530  

1.組織文化 2.組織管理  494.2  

卓越領導人的溝通、變革與決策藝

術 / 曾燦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清

涼音, 10810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9-795-9 ( 平 裝 ) 

NT$25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法  

494.21  

領導者習慣 : 每天刻意練習 5 分鐘,

建立你的關鍵習慣,學會 22 種領導

核心技能 / 馬丁.拉尼克(Martin Lanik)

著 ; 王新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50-7-

5 (平裝) NT$430  

1.領導者 2.企業領導 3.職場成功法  

494.21  

複雜應變力 : 擺脫九大決策陷阱,改

變思維,刷新管理與領導模式 / 史蒂

芬妮.伯格特(Stephanie Borgert)著 ; 壽

雯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0-4 

(平裝) NT$400  

1.領導者 2.決策管理 3.企業領導  

494.21  

感恩與傳承 : 中技社獎學金人才培

育實錄 / 中技社著 .-- 臺北市 : 中技

社, 108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84-0-6 (平裝)  

1.中技社 2.人力資源發展 3.人才 4.

培養  494.3  

OKR 之父葛洛夫給你的一對一指導 : 

如何管理上司、同事和你自己 / 安

德魯.葛洛夫(Andrew S. Grove)著 ; 吳

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實戰智

慧叢書 ; 471) .-- ISBN 978-957-32-

8651-6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組織管理 3.人際關

係  494.35  

未來最需要的新人才 : 摩根史坦利、

Google 培訓師的職場能力開發建議 / 

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 蔡昭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81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34-350-1 (平裝) 

NT$30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主管是笨蛋!擺平難搞主管,上班再也

不委屈 / 谷川裕倫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富,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風向 ; 106) .-- ISBN 

978-986-96578-6-0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我在 Amazon 12 年學到有錢也買不

到的創業課 / 朴鼎浚作 ; 陳家怡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 ; YLP36) .-- 

ISBN 978-957-32-8660-8 ( 平 裝 ) 

NT$30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我會日文,我驕傲 : 讓前輩告訴你,你

的優勢在哪裡 / 許書揚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09 .-- 

336 面; 21 公分 .-- (樂在工作 ; 23) .-- 

ISBN 978-986-398-481-8 ( 平 裝 ) 

NT$390  

1.職場成功法 2.日語  494.35  

容易獲得成果的人都用 5W1H 思考

法 / 渡邊光太郎作 ; 高宜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175) .-- ISBN 

978-986-175-386-7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麥肯錫顧問反覆自我練習的順序思

考法 : 老闆提出問題,你一分鐘就找

到答案! / 西村克己著 ; 林以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1 .-- 

240 面 ; 21 公 分  .-- ( 優 渥 叢

書)(Business ; 57) .-- ISBN 978-957-

8710-42-9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職商 : 職場生存術 / 周元如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09 .-- 2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735-927-8 (平裝) NT$299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讓做事容易、做人不難的職場極簡

法則 : 處理好職場四維關係,提高你

的職場幸福指數,讓工作不再痛苦,大

家不再難相處 / 張思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22) .-- ISBN 

978-986-507-050-2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3.通俗作

品  4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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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拳十年 ,不如師父一點  / 張幼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好合顧問, 

108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73-1-8 (平裝) NT$320  

1.在職教育  494.386  

低碳供應鏈運營決策優化與協調 / 

江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810 .-- 2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64-2 

(平裝) NT$380  

1.供應鏈管理  494.5  

品質管理 : 現代化觀念與實務應用 / 

鄭春生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811 .-- 6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56-2 (平裝附光碟

片) NT$620  

1.品質管理  494.56  

重尾性極值模型下操作風險監管遺

漏風險研究 / 莫建明, 謝昊洋, 卿樹

濤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 10810 .-- 1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73-4 

(平裝) NT$280  

1.風險管理  494.6  

風險管理 / 蒲麗娟, 劉雨佳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8-1 ( 平 裝 ) 

NT$250  

1.風險管理  494.6  

秒懂 PPT 魅力簡報製作技巧 / 速効!

ポケットマニュアル編集部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274-7 (平裝)  

1.簡報  494.6  

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 / 林景新, 林盟

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8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659-1 (平裝) NT$450  

1.財務管理 2.資產管理  494.7  

財務管理 / 洪茂蔚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雙葉書廊, 10810 .-- 6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096-60-7 (平裝)  

1.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 Richard J. 

Bernstein 作 ; 黃瑞祺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10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60-7 (平裝) 

NT$380  

1.社會科學 2.政治學  500  

*量化研究法. 二, 統計原理與分析技

術 / 邱皓政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

葉書廊, 10901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59-1 (平裝)  

1.量性研究 2.統計套裝軟體  501.2  

統計 

統計學考前衝刺 30 天 / 張翔, 林蔚

安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0 .-- 3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5-2 (平裝) NT$400  

1.統計學  510  

統計學實驗 / 黃應繪主編 .-- 第四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5-0 ( 平 裝 ) 

NT$350  

1.統計學 2.統計套裝軟體 

3.EXCEL(電腦程式)  510  

常識統計學 : 拆穿混淆的假設、揪

出偏差的數據、識破扭曲的結論,耶

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十八堂公開課 / 

蓋瑞.史密斯(Gary Smith)著 ; 劉清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809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850-6-8 (平裝) 

NT$420  

1.統計學 2.統計分析  510  

給統計一雙詩的翅膀 : 沒有數字的

無痛學習法 / Dana K. Keller 著 ; 杜炳

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810 .-- 228 面; 21 公分 .-- (博雅科

普 ; 25) .-- ISBN 978-957-763-684-3 

(平裝) NT$350  

1.統計學  510  

簡單到不可思議的貝氏統計學 / 松

原望作 ; 劉格安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05-4 (平

裝) NT$350  

1.統計學  510  

回歸分析實務 : R 語言 / 郭建淋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中華國際工商證照

培育學會, 10809 .-- 205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90625-4-1 ( 平 裝 ) 

NT$300  

1.迴歸分析  511.7  

Excel 2019 統計分析實務 : 市場調查

與資料分析 / 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1-0 (平

裝)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3.市場

調查 4.EXCEL 2019(電腦程式)  

512.4  

統計分析與 R / 陳正昌, 賈俊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3-

8 (平裝) NT$65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統計學 : SPSS 操作與應用 / 林曉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83-6 (平裝) NT$68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金門縣統計年報. 第 65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府, 10809 .-- 5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2-

0NT$600  

1.政府統計 2.福建省金門縣  

514.231/205  

嘉義縣統計手冊. 第 42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 嘉

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810 .-- 14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424-01-

5 (平裝)  

1.政府統計 2.嘉義縣  514.33/125  

嘉義縣統計年報. 第 69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 嘉

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810 .-- 56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24-02-

2 (平裝)  

1.政府統計 2.嘉義縣  514.33/125  

教育 

我們在德國 IB 學校學會的事 / 凱若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809 .-- 224 面; 21 公分 .-- (教育

教養 ; 48) .-- ISBN 978-986-479-825-4 

(平裝) NT$320  

1.教育 2.國際化  520  

教育發展議題析論 / 吳清山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111 教育發展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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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3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9-0-1 (平裝) NT$400  

1.教育發展 2.文集  520.7  

清華行思與隨筆 / 陳力俊著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0810 .-- 冊 .-- ISBN 978-

986-97897-7-6 (上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97897-8-3 (下冊:平裝) 

NT$500  

1.教育 2.文集  520.7  

經典教育論 : 西方經典的形構、論

爭與教育實踐之研究 / 趙慶河著 .-- 

臺北市 : 文景, 10809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4926-4-5 (平裝) 

NT$300  

1.教育 2.文集  520.7  

比較與國際教育 / 李奉儒等作 ; 楊深

坑等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

育, 10809 .-- 8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6-203-8 (平裝) NT$800  

1.比較教育  520.91  

比較與國際教育 / 李奉儒等作 ; 楊深

坑等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8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5-7 (平裝) NT$800  

1.比較教育  520.91  

帝王學禮 : 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

經學教育禮制研究 / 郭永吉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59-25-7 (平裝) 

NT$420  

1.教育史 2.經學  520.92  

邁向公義與卓越 : 台灣教育的問題

與對策研究 / 吳明清等作 ; 黃昆輝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黃昆輝教授教

育基金會, 10810 .-- 5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4790-7-3 ( 平 裝 ) 

NT$500  

1.臺灣教育 2.文集  520.933  

I 世代的成績陷阱 : 高分=美好未來?

幫孩子找到責任感、同理心、好奇

心、品格力,才是比分數更重要的事 

/ 丹妮絲.波普(Denise Clark Pope)著 ; 

蘇祥慧, 蔣慶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61-747-1 (平裝)  

1.學習心理 2.中等教育  521.1  

讀書高分的 10 個時間活用術 / 智慧

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189-6 (平裝)  

1.學習心理學 2.學習方法 3.讀書法  

521.1  

名師壓箱秘笈 :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

概要) / 舒懷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9-8 

(平裝)  

1.教育測驗 2.教育統計  521.3  

意象教育 : 意識會談法 / 香光尼眾佛

學院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香光書

鄉,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法住

叢書 ; 5) .-- ISBN 978-957-8397-55-2 

(平裝)  

1.教學法 2.教學設計 3.生命教育  

521.429  

桃園市學校戶外教育採購參考手冊 / 

蕭富陽等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

局, 10809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04-6 (平裝)  

1.戶外教學 2.學校行政 3.政府採購  

521.54  

培養高自尊的對話練習 : 具體讚美

與批評,不幫孩子貼標籤 / 安戴爾.法

柏(Adele Faber)等著 ; 王明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學習館 ; 8) .-- ISBN 978-

986-5408-03-9 (平裝) NT$350  

1.師生關係 2.親師關係 3.溝通  

521.65  

教學力 : 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 / 藍偉

瑩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09 .-- 256 面; 23 公分 .-- (學習與

教育系列 ; 210) .-- ISBN 978-957-503-

498-6 (平裝) NT$400  

1.課程 2.教學設計 3.課程規劃設計  

521.7  

合作課 : 從我到我們的團隊練習 / 吳

緯中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809 .-- 2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502-0 (平裝) NT$320  

1.課程規劃設計 2.合作教育  521.74  

透明的教師 : 以同儕蒐集課堂資料

精進教學 / Trent E. Kaufman, Emily 

Dolci Grimm 著 ; 賴光真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49-2 

(平裝) NT$240  

1.教師專業資格 2.教學法 3.觀察學

習  522.1  

進入孩子的思維世界 : 幼兒遊戲探

究 / 湯梓辰作 .-- 新北市 : 索引數位, 

10809 .-- 1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72-1-8 (平裝)  

1.幼兒遊戲 2.學前教育 3.兒童發展  

523.13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 謝

坤鐘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0 .-- 6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27-7 (平裝)  

1.學前教育  523.2  

幼兒教保概論 / 林純雯等合著 ; 張雯

雯總編輯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8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617-6 ( 平 裝 ) 

NT$450  

1.幼兒保育 2.學前教育  523.2  

莊美玲老師升等著作技術報告彙編 / 

莊 美 玲 作  .-- 高 雄 市  : 莊 美 玲 , 

108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50-4 (平裝)  

1.幼兒教育 2.文集  523.207  

吳啟通幼兒律動理論與實務 / 吳啟

通作 .-- 臺北市 : 吳啟通, 10810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36-8 (精裝附光碟片) NT$1500  

1.體能 2.律動教學法 3.學前教育  

523.23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 佩佩的新

朋友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公司, 10810 .-- 7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340-

9 (平裝)  

1.英語教學 2.學前教育  523.23  

臺北市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成果發表會手冊(幼兒

園組). 第二十屆 / 鄭玉玲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信義區 : 北市教育局, 

10809 .-- 2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9-8NT$400  

1.學前教育 2.教學研究 3.文集  

523.2307  

仙女老師的有溫度創意教學心法 / 

余懷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商周教

育館 ; 32) .-- ISBN 978-986-477-747-1 

(平裝) NT$420  

1.教學設計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3  

多采世界 FUN 手寫 : 聯合盃全國作

文大賽. 第十二屆 / 第十二屆聯合盃

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 鄭曉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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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公司, 

108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33-0-1 (平裝) NT$35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小學教育  

523.313  

本土語言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本

土語文教學多元策略實踐」論文集. 

107 學年度 / 鄭縈等編撰 ; 中央課程

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

領域本土語言組主編 .-- 一版 .-- 臺

南市 : 央團本土語言組, 10809 .-- 45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4-

4 (平裝) NT$500  

1.母語教學 2.鄉土教學 3.中小學教

育 4.文集  523.31707  

綠蔭蝶舞賞新光 / 寧定威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寧定威, 10809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0-

9 (平裝) NT$280  

1.生態教育 2.動物 3.植物 4.昆蟲 5.小

學教學  523.36  

Scratch 3.x 創客遊戲程式設計 / 張家

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5-5 (平裝) NT$550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動畫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不插電也能學編碼 : 屬於小朋友的

60 道 Coding 練習題 / 王啟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7-746-4 

(平裝) NT$380  

1.電腦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小學

教學  523.38  

春風二甲子 :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

民小學百廿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1898-

2018 / 鍾芳廉總編輯 .-- 屏東縣內埔

鄉 : 屏縣內埔國小, 10809 .-- 7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00-2 

(精裝附光碟片) NT$1000  

1.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523.833/135  

探究策略示例 55 / 陳佩英總編輯 .-- 

臺 北 市  : 高 中 優 質 化 輔 助 方 案 , 

10810 .-- 3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16-7 (平裝)  

1.中等教育 2.教學策略  524.3  

輕鬆搞定!新課綱系統思考素養的教

與學 : 不被機器人取代的能力 / 楊朝

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77-5 (平裝) NT$250  

1.教學設計 2.中等教育  524.3  

各類文學選讀 : 高中國文加深加廣

系列讀本. III / 游淑如編著 .-- 臺南

市 : 南一, 108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38-5 (平裝)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國文教學三部曲 : 中國課文精選示

範 / 柳詠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300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40-7 

(平裝) NT$500  

1.國文科 2.教學設計 3.中等教育  

524.31  

欲將金針度與人 : 教學一得 / 鄭立中

撰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鄭立中, 

10811 .-- 3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7-5 (平裝) NT$450  

1.國文科 2.中等教育  524.31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 高中國文加

深加廣系列讀本. I / 陳世明, 許素綿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08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39-2 

(平裝附光碟片)  

1.國文科 2.語文教學 3.中等教育  

524.31  

第一本教你如何寫好學測國寫「知

性題」的作文書 / 陳嘉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01-7 

(平裝) NT$4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等

教育  524.313  

國中生一定要會的 100 道數學經典

題目 /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著 ; 豐南國中第 39 屆 3

年 28 班全體同學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1 .-- 22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06-2 (平裝) 

NT$220  

1.數學教育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2  

迎戰統測英文. B 版, 總複習 / 東大

英語編輯小組彙編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810 .-- 3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9-3199-9 (平裝)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 戴幸, 蔡翠玟, 

何宛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

位文化, 10810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952-79-0 ( 平 裝 ) 

NT$410  

1.英語教學 2.字彙 3.中等教育  

524.38  

*為他們點亮一盞燈 : 中央大學傑出

與優良教師群像. 2019 / 李瑞騰, 郭

永吉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

學, 10809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5-1-3 (平裝) NT$320  

1.高等教育 2.教學法 3.文集  525.03  

大學生國際觀之養成 : 導入問題解

決導向學習法於全英跨文化溝通課

程之可行性 / 李敏瑜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榮大學國企系, 10809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58-71-

5 (平裝)  

1.高等教育 2.問題導向學習 3.課程

規劃設計  525.3  

*跨域與探索 : 邁向高教深耕二年的

教學實踐與校務研究 / 何慧卿等作 ; 

高旭繁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出版 : 玄奘大學教師多元升等辦公

室發行, 108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3-8 ( 平 裝 ) 

NT$30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學校行政 4.

文集  525.307  

文學與悲傷治療 / 林美琪著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冠 唐 國 際 圖 書 , 

10809 .-- 118 面; 30 公分 .-- (大學通

識教育) .-- ISBN 978-986-6089-97-8 

(平裝)  

1.通識教育 2.外語教學 3.高等教育  

525.33  

永續能源社區導論 / 李麗雯著 .-- 臺

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96 面; 

21 公分 .-- (東海通識-環境東海系列

套書 ; 4) .-- ISBN 978-957-548-040-0 

(平裝)  

1.通識教育 2.社區總體營造 3.永續

發展 4.高等教育  525.33  

食物、農業與環境 / 陳正慧著 .-- 臺

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72 面; 

21 公分 .-- (東海通識-環境東海系列

套書 ; 3) .-- ISBN 978-957-548-039-4 

(平裝)  

1.通識教育 2.農業 3.糧食 4.高等教

育  5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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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法則 : 生態學理論與應用 / 林

良恭著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80 面; 21 公分 .-- (東海通識

-環境東海系列套書 ; 1) .-- ISBN 978-

957-548-037-0 (平裝)  

1.通識教育 2.生態學 3.高等教育  

525.33  

環境悲歌 : 肆虐的汙染 / 陳鶴文著 .-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80

面; 21 公分 .-- (東海通識-環境東海

系列套書 ; 2) .-- ISBN 978-957-548-

038-7 (平裝)  

1.通識教育 2.環境保護 3.永續發展 4.

高等教育  525.33  

環境變遷與低碳生活 / 尚君璽著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80

面; 21 公分 .-- (東海通識-環境東海

系列套書 ; 5) .-- ISBN 978-957-548-

041-7 (平裝)  

1.通識教育 2.環境保護 3.高等教育  

525.33  

環境設計教育設計實習課之研究與

探討 / 郭維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809 .-- 12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596-

354-5 (平裝) NT$700  

1.高等教育 2.景觀工程設計 3.課程

規劃設計  525.39  

學 術 人  / 皮 耶 . 布 赫 迪 厄 (Pierre 

Bourdieu)作 ; 李沅洳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 57) .-

- ISBN 978-957-13-7983-8 ( 平 裝 ) 

NT$450  

1.大學教師 2.教育制度 3.高等教育 4.

法國  525.5  

緣繫復興崗 : 十五期畢業五十週年

紀念文集 / 吳傳國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復興崗同學聯誼會, 10810 .-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76-4 (平裝) NT$500  

1.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2.文集  

525.833/101  

嘉大口述歷史 : 嘉農人的飄洋過海 / 

李明仁主編 .-- 嘉義縣民雄鄉 : 嘉大

臺灣文化研究中心,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94-2-7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

98294-1-0 (精裝) NT$320  

1.國立嘉義大學 2.口述歷史  

525.833/126  

嘉大百年誌 : 創校 100 週年紀念特

刊 / 李明仁總編輯 .-- 嘉義市 : 嘉大, 

10810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94-0-3 (精裝)  

1.國立嘉義大學  525.833/126  

成大事 : 改變世界的 88 個微行動 / 

Cheers 編輯團隊採訪整理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0 .-- 

248 面; 23 公分 .-- (Cheers 系列 ; 

70) .-- ISBN 978-986-398-483-2 (平裝) 

NT$350  

1.國立成功大學  525.833/127  

北臺首學朱夫子 客家先賢胡焯猷 / 

蒲彥光, 蕭又誠, 陳宏卿撰稿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明志書院管委會 , 10810 .-- 64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05-

7 (精裝)  

1.明志書院 2.歷史 3.通俗作品  

525.9933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 

艾育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810 .-- 6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857-4 (平裝)  

1.教育行政  526  

併校用地處理之爭點與賽局分析 / 

陳溪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08 .-- 4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32-2 (平裝) NT$600  

1.教育政策 2.學校管理 3.個案研究  

526.11  

中國教育公平的測度 : 基於多維視

角 / 吳振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370-3 (平裝) NT$350  

1.教育政策 2.教育制度 3.中國  

526.192  

日本基礎教育最前線 / 李潤華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1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39-1 ( 平 裝 ) 

NT$250  

1.教育制度 2.教育政策 3.日本  

526.193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執行成效

評估之研究 / 陳清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騰文化, 10809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37-9 (平

裝) NT$500  

1.國民教育 2.教育政策 3.臺灣  

526.8933  

恢宏南大 繼往開來 :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國立臺南大學(南師)校友總會

第 2 屆(原第 4 屆)(2015-2019)紀念文

集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南大

學(南師)校友總會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大學校友總會, 10809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2352-1-

2 (平裝)  

1.國立臺南大學 2.校友會  527.85  

共讀的力量 : 帶領社群學習的引導

技術 / 林揚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31-0 (平裝) NT$480  

1.讀書會 2.閱讀指導  528.18  

孩子的第二天性 / 愛琳.柯拉博(Erin 

Clabough)著 ; 游綉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811 .-- 352 面; 21 公

分 .-- (親子館 ; A5048) .-- ISBN 978-

957-32-8663-9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育兒 3.兒童發展  

528.2  

柯札克選集 : 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

當我再次是個孩子 / 雅努什.柯札克

(Janusz Korczak)著 ; 林蔚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出版 : 大塊

文化發行, 10810 .-- 360 面; 20 公分 .-

- (黃金之葉 ; 21) .-- ISBN 978-986-

97603-3-1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兒童教育  

528.2  

理解孩子心,教養就容易!互相溝通,

讓親子相處好輕鬆 / 凱信教養研究

連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

顧問, 108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1-1 ( 平 裝 ) 

NT$320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528.2  

掌握 0-6 歲教養關鍵期 : 看日本媽媽

從生活細節裡,教養出負責、獨立自

主、具創造力的孩子 / 黃文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08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4-2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優雅教養 : 建立好習慣,養出質優模

範生 / 尚瑞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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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1-6 (平裝) NT$36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翻轉潛能! : 感官強度、專注力、親

子關係一次提升!家長手冊 / 賴韻如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育文教 ; 

24) .-- ISBN 978-986-98282-0-8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潛能開發  

528.2  

翻轉潛能! : 感官強度、專注力、親

子關係一次提升!學生手冊 / 賴韻如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8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82-1-5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潛能開發  

528.2  

關於教養這件事,父母需要知道的事 

/ 吳怡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064-3-5 ( 平 裝 ) 

NT$32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終身學習的傳承與創新 : 楊國賜教

授八秩華誕專輯 / 中華民國社區教

育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書苑, 10809 .-- 4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33-6 ( 平 裝 ) 

NT$780  

1.社會教育 2.終身教育 3.文集  

528.407  

高齡學習成效研究 : 以高雄市立空

中大學承辦教育部樂齡大學計畫七

年實務為例 / 陳欣欣著 .-- 高雄市 : 

高市空大, 10809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16-05-8 ( 平 裝 ) 

NT$500  

1.老人教育 2.教學方案  528.433  

大專院校棒球運動選手知覺教練領

導行為、團隊衝突、團隊凝聚力與

滿意度相關之研究 / 陳威成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809 .-- 1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238-4 

(平裝) NT$200  

1.運動心理 2.教練 3.領導 4.棒球  

528.9014  

心智鍛鍊 : 刻意練習的 20 堂課 / 許

皓宜, 周思齊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676) .-- 

ISBN 978-986-479-823-0 ( 平 裝 ) 

NT$360  

1.運動心理  528.9014  

體適能評估與運動處方  / Ann L. 

Gibson, Dale R. Wagner, Vivian H. 

Heyward 作 ; 林貴福等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0810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24-6-1 

(平裝) NT$580  

1.體適能 2.體能評量 3.運動健康  

528.9016  

1045 追夢的距離 / 李曉, 張弦文字 .-- 

新北市 : 台灣環島跑者聯盟協會 , 

10810 .-- 304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78-0-5 (精裝)  

1.馬拉松賽跑 2.自我實現  528.9468  

Jay 的跑步筆記 : 矽谷工程師激勵上

萬人的科學化訓練與生活哲學 / 許

立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Science ; 

4) .-- ISBN 978-986-95306-9-9 (平裝) 

NT$420  

1.馬拉松賽跑 2.運動訓練 3.生活指

導  528.9468  

足下巨浪.射門 : 台灣電力公司男子

足球隊 / 黃婉玲作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7-1 (精裝)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男子足球隊  

528.951  

疾如雷電.快攻 : 台灣電力公司女子

籃球隊 / 葉佳慧作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8-8 (精裝)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籃球隊  

528.952  

手持閃電.截擊 : 台灣電力公司男子

排球隊 / 李孟哲作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9-5 (精裝)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排球隊  

528.954  

奮戰封后.跳發 : 台灣電力公司女子

排球隊 / 黃郁晴作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6-4 (精裝)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女子排球隊  

528.954  

太陽之子.揮棒 : 台灣電力公司男子

棒球隊 / 林韋言作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0-1 (精裝)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男子棒球隊  

528.955  

極速專注.切球 : 台灣電力公司女子

羽球隊 / 趙子雲, 沈慈雅作 .-- 臺北

市 : 台電,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5-7 ( 精 裝 ) 

NT$180  

1.台灣電力公司女子羽球隊  

528.959  

許禹生 : 太極拳勢圖解 / 許禹生著 ; 

唐才良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1 .-- 430 面; 21 公分 .-- (武學名

家典籍校注 ; 17) .-- ISBN 978-986-

346-271-2 (平裝) NT$480  

1.太極拳  528.972  

許禹生 : 陳氏太極拳第五路 少林十

二式 / 許禹生著 ; 唐才良校注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1 .-- 237 面; 

21 公分  .-- (武學名家典籍校注  ; 

18) .-- ISBN 978-986-346-272-9 (平裝) 

NT$300  

1.太極拳 2.少林拳  528.972  

正宗李小龍雙截棍自學手冊 / 段小

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 

10811 .-- 120 面; 21 公分 .-- (遊藝館 ; 

15) .-- ISBN 978-986-97693-8-9 (平裝) 

NT$280  

1.器械武術  528.974  

微光前行 : 臺灣體壇.永不斷電 / 張

瓊方等作 ; 廖俊傑編輯統籌 .-- 臺北

市 : 台電, 10810 .-- 25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1-8 ( 精 裝 ) 

NT$350  

1.體育 2.歷史 3.臺灣  528.9933  

多元文化的教育 : 族群、性別與原

住民 / 張如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6-9 ( 平 裝 ) 

NT$380  

1.原住民教育 2.多元文化教育 3.個

案研究  529.47  

他很特別,他是我們班的寶貝 : 特殊

兒故事大集合 / 莊瓊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 

108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31-7-0 (精裝) NT$320  

1.特殊教育 2.特殊兒童教育  529.5  

零基礎考上國考 : 照著做,你也會上

榜 / 黃柏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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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8-3 (平

裝)  

1.考試 2.學習方法 3.讀書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路徑 : 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著 ; 

Kolas Yotaka 譯 .-- 初版 .-- 苗栗縣三

灣鄉 : 桂冠, 10809 .-- 5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30-661-6 (平裝) 

NT$550  

1.民族學 2.田野工作 3.人文地理 4.

跨文化研究  535  

新竹地區客家還老愿儀式 / 謝賜龍

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0 .-- 3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21-04-5 (平裝) NT$250  

1.客家 2.文化 3.風俗 4.新竹縣  

536.211  

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

(1680-1790) / 李文良著 .-- 再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09 .-- 360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

究叢書 ; 1) .-- ISBN 978-986-350-364-

4 (精裝) NT$500  

1.客家 2.移民史 3.社會生活 4.清代 5.

臺灣  536.211/2  

客庄創生 : 六堆論壇. 2019 第七屆 /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等, 10810 .-- 1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8524-25-5 (平裝)  

1.客家 2.文集  536.21107  

藝術帶路 : 探索泰武鄉文物典藏 / 陳

秀芳總編輯 .-- 屏東縣泰武鄉 : 屏縣

泰武鄉公所, 10810 .-- 8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01-9 (精裝) 

NT$1000  

1.排灣族 2.民族文化 3.文物典藏  

536.3361  

刺青 : 身之印 / 陳慧盈, 黃培宜執行

編輯 ; 王玲琇, 陳美智, 黃培宜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館 , 

10809 .-- 384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16-03-4 (精裝) 

NT$1400  

1.紋身 2.作品集  538.161  

一把雨傘撐起世界史 / 瑪麗安.蘭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9-2 

(平裝) NT$360  

1.傘 2.文集  538.172  

西漢人名的時代精神及其命名特徵 : 

以<<漢書>>為考察個案 / 采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8-

890-0 (平裝) NT$400  

1.漢書 2.命名 3.姓名學 4.西漢  

538.22  

婚禮顧問 / 李佩純, 張以嫻, 青青食

尚花園會館婚禮顧問團隊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96-6 

(平裝) NT$400  

1.婚禮  538.44  

孤死世代 / 鵜飼秀德(Hidenori Ukai)

著 ; 伊之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

始出版,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慢活誌 ; 5) .-- ISBN 978-986-94263-6-

7 (平裝) NT$400  

1.喪葬習俗 2.日本  538.6831  

餐桌上的食育 : 日本食育師媽媽的

輕鬆早餐教養課 / 蔡慶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30) .-- ISBN 

978-986-477-745-7 (平裝) NT$340  

1.飲食風俗 2.親職教育 3.日本  

538.7831  

日本大不同. 決戰東西篇 / 岡部敬史

文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1 .-- 176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508-038-9 (平裝)  

1.風俗 2.文化 3.日本  538.831  

日本大不同. 縱橫日本篇 / 岡部敬史

文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1 .-- 176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508-039-6 (平裝)  

1.風俗 2.文化 3.日本  538.831  

古早ㄟ頂寮 : 海之俗諺 / 白天賜, 林

錫植, 鐘金水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10809 .-- 80

面 ; 25X35 公分  .-- ISBN 978-986-

88846-5-6 (平裝)  

1.俗語 2.諺語 3.臺中市梧棲區  

539.6  

社會學 

圖解制霸社會學 / 陳思緯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81-4 

(平裝) NT$600  

1.社會學  540  

鍛鍊思考力的社會學讀本 / 岩本茂

樹著 ;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076) .-- ISBN 978-957-

13-7972-2 (平裝) NT$300  

1.社會學  540  

活在民國也不錯 : 從庶民到政客,從

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

戀愛、辦會館......完整重現民初風範

百態史(搭配近百幅民初珍貴老照片) 

/ 林懷青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336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33) .-- 

ISBN 978-986-384-389-4 (平裝)  

1.生活史 2.民國史 3.中國  540.92  

古著與黑膠唱機 : 為什麼舊東西,反

而更美好?反映未來生活的日本現象

關鍵字 / 三浦展著 ; 陶小軍, 張永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653-0 (平裝) NT$280  

1.社會 2.日本  540.931  

最高!極品 1 人樣 / 劉黎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260 面; 20 公分 .-- (smile ; 167) .-- 

ISBN 978-986-5406-14-1 ( 平 裝 ) 

NT$300  

1.社會發展 2.日本  540.931  

華人社會與文化 / 陳雅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86-7 

(平裝) NT$400  

1.中國文化  541.262  

蠟染 /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冊 .-- 

(中國土布系列) .-- ISBN 978-957-588-

555-7 (全套:平裝) NT$1800  

1.蠟染 2.中國文化  541.26208  

*臺中市原住民區(和平區、東勢區、

新社區)有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 / 徐

明福等撰稿,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

市 : 中市文化資產處, 10809 .-- 88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0-

8 (平裝) NT$1000  

1.文化資產 2.普查 3.泰雅族 4.臺中

市  5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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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企劃實務 : 影視、出版、

創業、競賽與標案一本通 / 施百俊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80-5 (平裝) NT$380  

1.文化產業 2.創意  541.29  

文化創意產業之個案與故事 / 周德

禎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97-3 (平裝) NT$380  

1.文化產業 2.創意 3.個案研究  

541.2933  

2062 : 人工智慧創造的世界 / 托比.

沃爾許(Toby Walsh)著 ; 戴至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158) .-

- ISBN 978-986-97836-5-1 ( 平 裝 ) 

NT$380  

1.未來社會 2.人工智慧  541.49  

現代社會心理學 / 麥凡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221-6-9 (平裝)  

1.社會心理學  541.7  

反洗腦 : 自願為奴的真相 / 艾瑞克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What's 

look) .-- ISBN 978-957-0443-64-6 (平

裝) NT$380  

1.洗腦  541.825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7, 

假新聞時代下的媒體素養 / 曼佛雷

德.泰森(Manfred Theisen)文 ; 王榮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

692-7 (平裝) NT$299  

1.新聞學 2.大眾傳播 3.媒體素養  

541.83  

新媒體技術 / 洪杰文, 歸偉夏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5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46-9 ( 平 裝 ) 

NT$900  

1.傳播產業 2.數位媒體 3.網路媒體  

541.83  

新媒體概論 / 周茂君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4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8-8 (平裝) NT$650  

1.傳播產業 2.數位媒體 3.網路媒體  

541.83  

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 / 翁秀琪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3-

8 (平裝)  

1.大眾傳播  541.831  

台灣數據 100 : 你也能讀懂的 100 個

台灣重要議題 / Re-lab 團隊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Hello design 叢書 ; 

HDI041) .-- ISBN 978-957-13-7965-4 

(平裝) NT$450  

1.臺灣社會 2.社會問題  542.0933  

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 陳月娥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6-8 (平裝)  

1.人口政策 2.人口統計  542.13  

聖天命 10 大社區 吃住免費的生活 / 

以德作 .-- 新北市 : 王德斌, 10809 .-- 

25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10-8 (平裝) NT$108  

1.生活方式 2.社區  542.5  

外商、大企業求職秘笈 / Madelein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7956-2 (平裝) NT$350  

1.就業 2.面試 3.履歷表  542.77  

副業賺錢 / 張丹茹著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83-4-1 ( 平 裝 ) 

NT$299  

1.兼職 2.副業 3.成功法  542.78  

人工智慧技術進步對勞動就業的影

響研究 / 沈紅兵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367-3 (平裝) NT$300  

1.勞工就業 2.人工智慧 3.中國大陸

研究  542.792  

老爸的幸福一元起標 : 讓老爸的價

值越來越高 / 殷樂遙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拓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正面思考 ; 70) .-- ISBN 978-

986-411-106-0 (平裝) NT$250  

1.父親 2.親子關係 3.單親家庭  

544.141  

媳婦,也是別人家的掌上明珠 / 逆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

系列 ; 56) .-- ISBN 978-986-507-052-6 

(平裝) NT$320  

1.家庭關係 2.婆媳關係 3.家庭溝通  

544.1436  

毅齋. 壹 / 劉詩宗主編 .-- 新北市 : 祭

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10809 .-- 

64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334-0-0 (平裝)  

1.劉氏 2.宗祠  544.24  

土地上的生活 : 西部農村家庭的百

年敘事研究 / 劉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時代, 10811 .-- 240 面; 23 公

分 .-- (社會館 ; ES007) .-- ISBN 978-

986-5755-89-8 (平裝) NT$320  

1.家族史 2.農村 3.中國  544.292  

發現身邊的歷史 : 楊元靜的家族史

訪談紀實 / 楊元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橋樑文化, 10811 .-- 192 面; 21 公

分 .-- (家族史 ; 4) .-- ISBN 978-986-

95363-4-9 (平裝) NT$500  

1.楊氏 2.家族史 3.訪談  544.2933  

夫妻快活祕訣 : 幸福度日不猜心:帶

領人手冊 / 簡春安, 謝文心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迦勒傳播, 10811 .-- 

72 面; 26 公分 .-- (幸福學堂幸福婚

姻系列) .-- ISBN 978-986-97786-7-1 

(平裝附隨身碟) NT$2000  

1.婚姻 2.兩性關係  544.3  

夫妻快活祕訣 : 幸福度日不猜心:學

員手冊 / 簡春安, 謝文心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米迦勒傳播, 10811 .-- 72

面; 26 公分 .-- (幸福學堂幸福婚姻系

列) .-- ISBN 978-986-97786-8-8 (平裝) 

NT$150  

1.婚姻 2.兩性關係  544.3  

25 個春天之後再說你愛我 : 有一種

愛情叫做徐展元與谷懷萱 / 谷懷萱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7962-3 (平裝) NT$42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別讓相愛敗給相處 : 愛過,所以捨不

得放下;因為曾經擁有,你必須學會如

何珍惜 / 采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094-43-6 ( 平 裝 ) 

NT$32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妳那麼獨立,想必受了不少委屈吧 : 

親愛的,獨立並不是錯,而那些愛妳的、

適合妳的,將準備與妳相逢。 / 你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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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sue ; 

13) .-- ISBN 978-986-97208-8-5 (平裝) 

NT$320  

1.戀愛 2.兩性關係 3.自我實現  

544.37  

跨域之思 / 景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中國夢, 10811 .-- 300 面; 26 公

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

97635-2-3 (平裝) NT$460  

1.異國婚姻 2.兩岸關係  544.38  

兩岸家國三十年 : 臺灣陸配群體的

政治認同研究 / 王偉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80-5-7 

(平裝) NT$500  

1.異國婚姻 2.政治認同 3.兩岸關係 4.

文集  544.3807  

爸媽必讀!青春期女孩的網路安全界

線 : 培養社群世代女孩的網路素養、

自信、思辨力與自律力 / 羅莉.沃克

(Laurie Wolk)作 ; 王怡人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198 面; 

21 公分 .-- (親子共學堂 ; 37) .-- ISBN 

978-957-658-253-0 (平裝) NT$280  

1.青少年問題 2.青少年心理 3.網路

社群 4.親職教育  544.67  

當我們說「愛」的時候 : LGBT 的親

情與愛情,包容和接納 / LGBTER 著 ; 

曾瀞玉,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159-5 (平裝)  

1.性別平等 2.多元文化 3.通俗作品  

544.7  

全球銀力時代 / 楊寧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野人

家 ; 199) .-- ISBN 978-986-384-384-9 

(平裝)  

1.老年 2.長期照護 3.生活指導  

544.8  

芽 / 姚孟超, 蔡泓泊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生活美學館, 10810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5-09-

9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50  

1.社區總體營造 2.動漫  545.0933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 美國都市

街 道 生 活 的 啟 發  / 珍 . 雅 各 (Jane 

Jacobs)著 ; 吳鄭重譯注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811 .-- 548 面; 21 公

分 .-- (現代名著譯叢) .-- 國科會經典

譯注計畫 .-- ISBN 978-957-08-5404-6 

(平裝)  

1.都市計畫 2.都市更新 3.美國  

545.1952  

新北市歷史建築空軍三重一村建物

暨防砲陣地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

報告書 / 林怡君撰文 ; 符宏仁計畫主

持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

局, 10808 .-- 6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04-0 (平裝)  

1.眷村 2.歷史性建築 3.新北市三重

區  545.4933  

南國多秀士 : 唐宋之際的東南士人

與中國文化重心南移 / 黃庭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810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18-8-

3 (平裝) NT$450  

1.知識分子 2.唐代 3.宋代  546.1135  

濃情厚誼桑梓流傳 : 土城扶相會風

雲錄 / 謝邦雄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中市外埔區公所, 10811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1-

5 (平裝) NT$480  

1.土城扶相會 2.同鄉會  546.73  

社會工作(含概要) / 陳思緯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0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80-

7 (平裝) NT$650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大意 : 看這本就夠了 / 陳月

娥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09 .-- 6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25-3 (平裝)  

1.社會工作  547  

隔離線外的風景 / 林少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8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968-2-8 (平裝) NT$380  

1.志工 2.醫療服務  547.16  

社政法規大意 : 看這本就夠了 / 陳月

娥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0 .-- 4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37-6 (平裝)  

1.社會福利法規 2.社會政策  547.7  

慈濟的故事 : 「信 願 行」的實踐. 

參, 心蓮 / 邱淑絹, 王慧萍撰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809 .-- 

5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98182-1-6 (精裝)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 / 王國羽, 林昭

吟, 張恒豪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811 .-- 3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585-3 (平裝)  

1.身心障礙者 2.社會福利  548.25  

動物福利白皮書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物保護諮議小組,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畜牧處動物保護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809 .-- 5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0-04-

6NT$200  

1.動物保育 2.白皮書  548.38  

外國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十五輯 / 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行政院, 10811 .-- 357 面; 21 公

分 .-- (消費者法規翻譯叢書 ; 25) .-- 

ISBN 978-986-5433-12-3 ( 平 裝 ) 

NT$290  

1.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消費者保護法判決函釋彙編. 第十九

輯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811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3-15-

4 (精裝) NT$280  

1.消費者保護法規 2.判例彙編  

548.39023  

老師開講犯罪學(概要)(含再犯預測) 

/ 霍華德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2-5 ( 平 裝 ) 

NT$720  

1.犯罪學  548.5  

惡魔的背影 : 五十起滅門謀殺與性

侵懸案、縱跨六百公里的犯案足跡、

塵封三十年的無解線索,一個調查記

者的不懈追尋,帶來揭露「金州殺手」

真面目的破案曙光 / 蜜雪兒.麥納瑪

拉(Michelle McNamara)著 ; 林琳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05) .-- 

ISBN 978-986-235-782-8 ( 平 裝 ) 

NT$450  

1.麥納瑪拉(McNamara, Michelle, 

1970-2016) 2.刑事偵察 3.謀殺罪 4.報

導文學 5.美國加州  548.6952  

懲罰的三大思辨 : 什麼是懲罰?為何

要懲罰?懲罰的是誰? / Didier Fassin

著 ; 林惠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810 .-- 240 面; 19 公分 .-- (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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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 .-- ISBN 978-957-08-5398-8 (平

裝)  

1.刑罰學  548.7  

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

想 像  / 班納迪克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著 ; 陳信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810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65-6-7 ( 平 裝 ) 

NT$400  

1.無政府主義 2.民族主義 3.世界史  

549.9  

經濟 

平臺企業定價研究 / 沈倩嶺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83-3 ( 平 裝 ) 

NT$450  

1.個體經濟學 2.價格策略  551.19  

金融危機的週期性問題探究 / 董樹

功, 王力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2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372-7 (平裝) NT$420  

1.經濟循環 2.經濟發展 3.金融危機  

551.9  

貿易經濟學 / 陳淑祥, 張馳, 陳璽嵐

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 10810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0-376-5 ( 平 裝 ) 

NT$380  

1.國際經濟 2.國際貿易 3.文集  

552.1  

「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

圖 / 梁海明, 洪為民, 洪雯著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1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66-6 ( 平 裝 ) 

NT$280  

1.區域經濟 2.經濟發展 3.中國  

552.2  

中國西部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的

關係研究 / 溫雪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2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378-9 (平裝) NT$450  

1.城鄉關係 2.經濟發展 3.收入 4.中

國  552.2  

資產價格與中國宏觀經濟的關係 / 

鄭駿川, 趙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377-2 (平裝) NT$350  

1.經濟發展 2.經濟政策 3.中國  

552.2  

火槍與帳簿 :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 李伯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393-3 (平裝)  

1.經濟史 2.中國 3.東亞  552.29  

區域經濟整合對臺灣汽車產業之影

響評估 / 史惠慈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經院出版社, 10809 .-- 68 面; 

23 公分 .-- (經濟專論系列 ; 234) .-- 

ISBN 978-986-5795-42-9 ( 平 裝 ) 

NT$350  

1.區域經濟 2.汽車業 3.產業發展 4.

臺灣  552.33  

翻開泰國新篇章 : 穩中求新、變中

求創、順中求昇 / 宋鎮照, 陳珉瀚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98-0 (平裝) NT$500  

1.政治經濟 2.國家發展 3.文集 4.泰

國  552.382  

擘劃好臺灣 : 全國國土計畫摘要本 / 

內政部營建署編 .-- 臺北市 : 內政部, 

10809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00-4 (精裝)  

1.國土規劃 2.臺灣  553.11  

慶祝智慧局 20 週年特刊 /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編 .-- 臺北市 : 經濟部智慧

局, 108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4-9 (平裝) NT$380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553.333  

中國特色話語 :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

學. 第三卷 / 陳安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昌明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發行, 10809 .-- 冊 .-- ISBN 978-986-

496-533-5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496-534-2 (下冊:平裝) 

NT$500  

1.經濟法學  553.4  

中國特色話語 :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

學. 第四卷 / 陳安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昌明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發行, 10809 .-- 冊 .-- ISBN 978-986-

496-535-9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496-536-6 (下冊:平裝) 

NT$500  

1.經濟法學  553.4  

智慧財產訴訟常用法規彙編 / 五南

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0 .-- 7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4-5 ( 平 裝 ) 

NT$420  

1.智慧財產權 2.訴訟法  553.433  

女性董事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 張玲

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 10810 .-- 1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68-0 

(平裝) NT$250  

1.公司 2.企業管理  553.97  

共有土地分割實務 / 劉炳烽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29-

2 (平裝) NT$300  

1.土地法規 2.共有 3.問題集  

554.133  

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 / 丁丁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8-

887-0 (平裝) NT$300  

1.不動產業 2.通俗作品  554.89  

不動產估價學 / 游適銘編著 .-- 第四

版 .-- 臺北市 : 大日, 10809 .-- 432 面; 

23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66) .-- ISBN 

978-957-8418-79-0 (平裝) NT$500  

1.不動產業 2.不動產  554.89  

不動產估價法規與實務  / 陳冠融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75-1 (平裝) NT$680  

1.不動產 2.房地產法規  554.89023  

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結構特徵研

究 / 李瑾坤, 吳恆煜, 胡根華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 

10810 .-- 2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60-4 ( 平 裝 ) 

NT$420  

1.工業經濟 2.碳排放 3.歐洲聯盟  

555.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

系統式整理(速成版) / 謝宜璋, 顏廷

峻, 吳孟偉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1-4 (平

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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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末日 : 是四海為家,還是無家可

歸?「以車為家」的銀髮打工客 ,美

國地下經濟最年長的新免洗勞工 / 

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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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 (臉

譜書房 ; FS0106) .-- ISBN 978-986-

235-784-2 (平裝) NT$420  

1.勞動問題 2.就業 3.高齡勞工  556  

全球生產壓力鏈 : 越南台商、工人

與國家 / 王宏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臺灣社

會學研究叢書 ; 1) .-- ISBN 978-986-

350-366-8 (平裝) NT$450  

1.勞動政策 2.勞動制度 3.工廠管理 4.

越南  556.1  

勞資關係(含概要) / 陳月娥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9-9 (平裝)  

1.勞資關係  556.6  

中國勞動法實務 / 姚會平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 

10810 .-- 2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71-0 ( 平 裝 ) 

NT$450  

1.勞動法規 2.中國  556.84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 周昌

湘編著 .-- 十四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

化, 10809 .-- 680 面; 21 公分 .-- (實用

法規系列 ; 12) .-- ISBN 978-957-485-

476-9 (平裝) NT$550  

1.勞動法規 2.判例解釋例  556.84  

勞資聖經 : 經典勞動六法 / 臺灣勞動

法學會編 .-- 十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0810 .-- 139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07-28-5 (平裝) NT$400  

1.勞動法規  556.84  

集體勞動法 / 焦興鎧等作 ; 臺灣勞動

法學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09 .-- 600 面; 23 公分 .-- (臺灣勞

動法學會叢書 ; 3) .-- ISBN 978-986-

5407-26-1 (平裝) NT$75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556.84  

建構整體交通網絡整合多元產業提

升觀光產值之探析通案性案件調查

研究報告. 監察院 107 年度 / 監察院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810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1-10-5 (平裝) NT$320  

1.運輸系統 2.運輸管理 3.觀光行政  

557  

智慧交通科技與管理計畫. (1/4) / 洪

鈞澤, 張學孔, 林昶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809 .-- 3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06-6 (平

裝) NT$334  

1.交通管理 2.科技管理  557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08 年 / 108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桃 園 市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交 通 系 , 

10809 .-- 5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80-0-0 (平裝)  

1.交通安全 2.交通事故 3.文集  

557.1607  

逼真!鐵路法(含概要大意)條文解析+

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 唐胥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9-7 (平裝)  

1.鐵路法規  557.222  

走向世界的邊緣 / 克里斯汀.沃爾瑪

(Christian Wolmar)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光現, 108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8-3-4 ( 平 裝 ) 

NT$520  

1.鐵路史 2.西伯利亞  557.26  

從心之年,磨一劍 : 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70 週年紀念專刊 

/ 李瑞宗總主筆 .-- 初版 .-- 宜蘭縣蘇

澳鎮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工

處, 10810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07-3 (平裝) NT$400  

1.公路史 2.臺灣  557.38339  

圖解航業經營概論 / 鍾政棋作 .-- 第

四版 .-- 基隆市 : 鍾政棋, 10809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15-3 (平裝) NT$500  

1.航運管理 2.航運業  557.43  

中國郵刊. 第九十六期 / 何輝慶主

編  .-- 臺 北 市  : 中 國 集 郵 協 會 , 

10809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290-3-0 (平裝) NT$600  

1.集郵 2.期刊  557.64905  

*臺北郵局創建 90 週年誌 / 何輝慶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郵政臺

北郵局, 10809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9939-8 (精裝)  

1.臺北郵局 2.郵政史 3.臺北市  

557.6933  

民航法規新論 / 楊政樺, 盧衍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809 .-- 

400 面; 23 公分 .-- (觀光旅運系列) .-- 

ISBN 978-986-298-330-0 ( 平 裝 ) 

NT$450  

1.航空法規  557.91  

飛航安全管理與人為因素 / 王心靈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林國際教育, 

1081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557-7-8 (平裝) NT$630  

1.航空安全 2.航空運輸管理  557.94  

航空安全管理 / 王穎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8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8-334-8 

(平裝) NT$580  

1.航空安全 2.航空運輸管理  557.94  

特種貨物航空運輸 / 文軍, 唐慧敏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810 .-- 3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74-1 (平裝) 

NT$550  

1.航空運輸 2.貨運  557.945  

中日韓食品貿易法規與案例解析 / 

許倩倩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

經錢線文化, 10810 .-- 24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362-8 (平裝) NT$480  

1.國際貿易法規 2.食品衛生法規 3.

中國 4.日本 5.韓國  558.2  

國際貿易實務. 二 / 秦玲美, 李法興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10 .-- 208 面; 26 公分 .-- 技術高中

商業與管理群 .-- ISBN 978-986-385-

198-1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原理 : 全球的觀點 / 沈中

華著  .-- 6 版  .-- 臺北市  : 新陸 , 

10809 .-- 4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5-5-2 (平裝) NT$580  

1.貨幣銀行學  561  

供應鏈金融與金融創新 / 呂青樺, 黃

勁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5-8-3 (平裝) NT$399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5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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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金 融 與 網 路 眾 籌 設 計 寶 典  / 

Dave C 等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399-0 (平裝)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561.029  

你知道的名言 不知道的金融故事 / 

沈中華, 王儷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809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170-0 (平

裝)  

1.金融 2.文集  561.07  

大數據背景下即時 CPI 指數編制及

R 實現 / 劉田, 談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361-1 (平裝) NT$350  

1.消費者物價指數 2.資料探勘  

561.164  

歐洲鈔票故事館 / 莊銘國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08-6 

(平裝) NT$450  

1.紙幣 2.歐洲  561.54  

金融市場 : 全球的觀點 / 沈中華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5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5-3-

8 (平裝) NT$690  

1.金融市場  561.7  

金融學 / 張若為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384-0 (平裝) NT$250  

1.金融學  561.7  

貨幣金融學 / 秦洋, 黃滔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 

10810 .-- 2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6-7 ( 平 裝 ) 

NT$350  

1.金融市場 2.金融貨幣 3.貨幣學  

561.7  

金融機構管理 / 沈中華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965-4-5 (平裝) 

NT$480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562.19  

*銀行實務. 2020 年版 / 蔡敏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809 .-- 408 面; 26 公分 .-- (經營管

理 ; 44) .-- ISBN 978-986-399-167-0 

(平裝) NT$550  

1.銀行實務  562.3  

中國宏觀政策下的商業銀行風險承

擔行為 : 實踐、經驗與挑戰 / 沈雪瑞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810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79-6 (平裝) 

NT$450  

1.商業銀行 2.風險管理  562.5  

第一銀行時光機 : 榮耀 120 週年紀

念專刊. 1899-2019 / 第一銀行 120 週

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著 .-- 臺北

市 : 第一銀行, 10810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45-01-0 (精裝)  

1.第一商業銀行  562.5433  

金融帝國的興衰 : 從暴發戶到跨國

企業,梅迪奇銀行帶你見證資本主義

的起源 / 德魯福著 ; 呂吉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399-2 

(精裝) NT$1200  

1.梅迪奇家族 2.銀行史 3.義大利佛

羅倫斯  562.945  

一塊錢的智慧 : 小朋友學理財 / 吳致

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8-893-1 (平裝) NT$400  

1.理財 2.兒童教育  563  

金錢解答 : 你對錢的作為決定你的

人生 / 康納.理查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 10811 .-- 288 面; 21 公

分 .-- (理財館 ; 3) .-- ISBN 978-957-

9054-42-3 (平裝) NT$320  

1.個人理財  563  

財務自由的人生 : 跟著首席分析師

楊應超學華爾街的投資技巧和工作

效率,40 歲就過 FIRE 的優質生活 / 

楊應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 (財經企管 ; BCB678) .-- ISBN 978-

986-479-832-2 (平裝) NT$380  

1.理財 2.投資 3.成功法  563  

習慣致富 : 成為有錢人,你不需要富

爸爸,只需要富習慣 / 湯姆.柯利(Tom 

Corley), 麥可.雅德尼(Michael Yardney)

著 ; 羅耀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52-3 (平裝) NT$360  

1.財富 2.個人理財 3.投資 4.成功法  

563  

新富人捷徑 : 零資本如何成為資本

家?爸媽鐵定反對的四則新致富金律 

/ 奈森.拉卡(Nathan Latka)著 ; 廖桓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1 .-- 304 面; 23 公分 .-- (Biz ; 

309) .-- ISBN 978-957-9654-41-8 (平裝) 

NT$360  

1.個人理財 2.財富 3.投資 4.成功法  

563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重點整理+

模擬試題 / 高維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3-

6 (平裝)  

1.外匯 2.匯兌  563.23  

MetaTrader 進階程式設計寶典 /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 新北市 : 經瑋

文化, 10809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391-4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

電腦軟體  563.23029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

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0 年版 / 陳賢芬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

院, 10809 .-- 522 面; 21 公分 .-- (金融

測驗 ; 52) .-- ISBN 978-986-399-168-7 

(平裝)  

1.外匯  563.25  

進出口外匯業務. 2020 年版 / 台灣金

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811 .-- 

371 面; 26 公分 .-- (金融測驗系列 ; 

48) .-- ISBN 978-986-399-169-4 (平裝)  

1.外匯 2.信用狀  563.25  

中國家族信託的產品創新與投資管

理 / 王玉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387-1 (平裝) NT$320  

1.投資信託 2.投資管理 3.家族企業 4.

中國  563.3  

房地產信託項目決策及管理研究 / 

管百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 10810 .-- 154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65-9 

(平裝) NT$280  

1.不動產投資信託 2.投資管理  

563.324  

天使歷險記 : 拿十萬走進一級市場,

矽谷傳奇投資人的揮棒絕學 / 傑森.

卡拉卡尼斯(Jason Calacanis)作 ; 林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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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遠

足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 305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思 ; 16) .-

- ISBN 978-986-98150-0-0 ( 平 裝 ) 

NT$450  

1.創業投資  563.5  

耶魯操盤手 : 非典型成功 / 大衛.史

雲生(David F. Swensen)作 ; 黃嘉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809 .-- 

460 面; 21 公分 .-- (寰宇投資策略 ; 

439) .-- ISBN 978-986-97985-2-5 (平裝) 

NT$500  

1.投資 2.投資組合 3.個人理財  

563.5  

當藝術遇上法律 : 藝術投資收藏的

攻防對策 / 葉茂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Art market ; 9) .-- ISBN 

978-957-9057-50-9 (平裝) NT$380  

1.投資法規 2.藝術品 3.論述分析  

563.51  

證券交易法物語 / 戴銘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0-2 

(第 3 冊:平裝) NT$450  

1.證券法規 2.論述分析  563.51  

(圖解)日本股神 35 年連戰連勝的線

圖投資術 / 相場師朗著 ; 楊毓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32-7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AI 證券投資分析 : 探索超額報酬: 使

用 Excel 實作 / 葉怡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25-3 

(平裝)  

1.證券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4.EXCEL(電腦程式)  563.53  

日本最強散戶贏家教你低買高賣的

波段操盤術 / 上岡正明作 ; 張婷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

家系列 ; 36) .-- ISBN 978-957-9054-

40-9 (平裝) NT$320  

1.證券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年賺 30%的股市高手洪志賢教你追

籌碼算價術 / 洪志賢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10810 .-- 2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244-1-5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就是你的印鈔機 : 市井股神的

籌碼飆股獲利法 / 林上仁, 郭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 ; 35) .-- 

ISBN 978-957-9054-41-6 ( 平 裝 )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票一哥專挑穩健股保本獲利 20% : 

新手進入股海,該如何挑選安全的投

資標的呢? / 塩見努著 ; 賴惠鈴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2 .-- 

272 面 ; 21 公 分  .-- ( 優 渥 叢

書 )(Money ; 28) .-- ISBN 978-957-

8710-45-0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活用股市的最大秘密 : 整理後的新

方向 / 賴宣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聚財資訊, 10810 .-- 264 面; 23 公分 .-

- (聚財網叢書 ; A107) .-- ISBN 978-

986-6366-83-3 (平裝) NT$4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美股我最大 : 阿霞美股投資秘笈 / 梁

碧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融家顧

問, 10810 .-- 22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100-6-3 (平裝) NT$800  

1.股票投資 2.證券市場 3.美國  

563.53  

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 : 投資股

市最該懂的 45 件事,教你買對賣對,

抓住賺錢機會 / 王力群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645-91-3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563.53  

飆股 : 時間貫穿所有一切事物 / 李堯

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曜財經資

訊,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 (市場

贏家 ; 1) .-- ISBN 978-986-98258-0-1 

(精裝) NT$6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程式交易 : 平台開發方法與實務 / 許

江河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5-9-0 (平裝) NT$690  

1.證券投資 2.電腦程式  563.53029  

打造期權自動理財術 / 元大期貨顧

問事業團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

程文化, 10810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7-0-1 (平裝)  

1.期貨交易 2.選擇權 3.電腦程式語

言  563.534029  

保險學 : 風險管理與保險 / 許文彥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5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965-7-6 (平裝) NT$580  

1.保險學 2.風險管理  563.7  

防範化解中國壽險公司流動性風險

研究 / 沈璜, 劉小書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1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385-7 (平裝) NT$280  

1.保險業 2.風險管理 3.中國  

563.726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重點整理

+試題演練 / 陳宣仲編著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

854-3 (平裝)  

1.人身保險  563.74  

政府採購法使用手冊 /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工程會, 10810 .-- 冊 .-- (技術叢

書 ; 56) .-- ISBN 978-986-5433-11-6 

(全套:平裝)  

1.政府採購 2.公共工程 3.採購管理  

564.72023  

租稅申報實務 / 楊葉承, 宋秀玲, 楊

智宇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10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02-0-1 (平裝) NT$480  

1.稅務 2.租稅  567.01  

稅務會計 /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 8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809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5-2-1 

(平裝) NT$690  

1.稅務會計  567.01  

稅法輯要. 108 年版 / 財政部賦稅署

編纂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0810 .-- 1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00-3 (精裝) NT$140  

1.稅法  567.023  

稅務法規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宋

秀玲, 楊智宇編著 .-- 11 版修訂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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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新陸, 10809 .-- 8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965-1-4 (平裝) 

NT$650  

1.稅法  567.023  

稅務法規解析與應用  / 張敏蕾編

著 .-- 4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10 .-- 4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83-4 (平裝)  

1.稅法  567.023  

海外資金.股利節稅 / 林隆昌著 .-- 臺

北市 : 林隆昌, 10810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17-7 (平裝) 

NT$1000  

1.節稅  567.073  

中國個人所得稅新法實用手冊 / 楊

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810 .-- 3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1-9 

(平裝) NT$480  

1.個人所得稅 2.所得稅法規 3.中國  

567.92  

稅思碎想 / 柳華平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4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375-8 (平裝) NT$650  

1.稅務 2.中國  567.92  

政治 

公職考試講重點(政治學. 上(含政治

學概要)) / 謝望民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0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3-8 (平

裝) NT$400  

1.政治學  570  

政治學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 蔡先容

編著 .-- 第二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09 .-- 6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87-826-0 (平裝)  

1.政治學  570  

圖解政治哲學 / 梁光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92-8 (平裝) 

NT$280  

1.政治思想 2.文集  570.1  

西洋政治思想史 / 薩孟武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3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2-1 

(平裝)  

1.政治思想史 2.西洋政治思想  

570.94  

當代大哲論國際正義 : 「普世價值」

是否存在? / 林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810 .-- 21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080-8-8 (平裝) 

NT$300  

1.世界主義 2.社會正義  571.28  

行政學 :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題攻

略 / 林志忠編著 .-- 第二十九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7-

5 (平裝)  

1.行政學  572  

行政學重要名詞 / 程明, 王濬監修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4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

615-6 (平裝) NT$380  

1.行政學  572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 郝強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8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0-5 (平裝)  

1.國籍法 2.戶政 3.法規  572.21  

老師解題 各國人事制度 / 郭如意編

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3-3 (平裝) NT$500  

1.人事制度  572.4  

半總統制在臺灣 : 總統權力新視角 / 

陳宏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81-2 (平裝) NT$380  

1.總統制  572.53  

公共政策精析 / 陳俊文編著 .-- 第四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09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23-9 (平裝)  

1.公共政策  572.9  

政策執行與公共治理 / 柯三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9-

0 (平裝) NT$420  

1.行政決策 2.公共行政  572.9  

相信自己 : 「港湖女神」高嘉瑜的

無畏哲學 / 高嘉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0810 .-- 208 面; 21 公

分 .-- (平安叢書 ; 第 642 種)(Forward ; 

56) .-- ISBN 978-957-9314-39-8 (平裝) 

NT$380  

1.高嘉瑜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573.07  

翻轉台灣 / 陳國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64 面; 21 公

分 .-- (People ; 17) .-- ISBN 978-957-

13-7988-3 (平裝) NT$30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議題聲量與台灣統獨意識的趨勢與

消長 : 結合三大數據庫搜尋引擎的

比較 / 杜聖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09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080-6-4 ( 平 裝 ) 

NT$800  

1.臺灣政治 2.兩岸關係 3.民意調查 4.

資料探勘  573.07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探索  / 李夢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 , 

10809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35-1-6 (平裝) NT$1000  

1.兩岸關係 2.臺灣政治 3.文集  

573.09  

台灣國家認同的社會制度分析 : 文

獻與認證 / 歐陽新宜著 .-- 臺北市 : 

時英, 108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89-6-1 ( 平 裝 ) 

NT$250  

1.臺灣政治 2.國家認同 3.社會制度 4.

兩岸關係  573.09  

兩岸關係與政局 / 潘錫堂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09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564-3 (平裝) NT$580  

1.兩岸關係 2.兩岸經貿 3.文集  

573.09  

中國社會政治史. 一 / 薩孟武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5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1-

4 (平裝)  

1.中國政治制度 2.中國史  573.1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 翊銜編

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2-1 (平裝) NT$390  

1.戶政 2.法規  573.26023  

常用銓敘法規彙編 / 銓敘部編 .-- 第

十七版 .-- 臺北市 : 銓敍部, 10812 .-- 

2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5431-11-2 (平裝)  

1.銓敘法規 2.中華民國  573.46023  

對話中國 / <<對話中國>>編寫組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 

10811 .-- 164 面; 23 公分 .-- (財經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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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006) .-- ISBN 978-986-5755-88-1 (平

裝) NT$240  

1.中國大陸研究 2.文集  574.107  

平語近人 : 習近平用典 / 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編著  .-- 臺北市  : 龍時代 , 

10810 .-- 322 面; 23 公分 .-- (鳳凰文

庫 ; EB011) .-- ISBN 978-986-5755-90-

4 (平裝) NT$450  

1.習近平 2.學術思想 3.言論集  

574.151  

平易近人 : 習近平的語言力量. 外交

卷 / 蘇格主編 .-- 臺北市 : 龍時代,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勵志館 ; 

EB010) .-- ISBN 978-986-5755-91-1 

(平裝) NT$420  

1.習近平 2.外交政策 3.言論集  

574.18  

不只是陪伴 : 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

學與孩子們的生命故事 / 永齡.鴻海

台灣希望小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587-94-6 (平裝)  

1.偏遠地區教育 2.教育輔導  575.13  

英國地方及區域治理 : 歷史、制度

與變革 / 黃榮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58-4 ( 平 裝 ) 

NT$350  

1.地方自治 2.政治制度 3.英國  

575.19941  

桃園市民手冊. 2020 / 吳君婷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府, 10812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1-08-

4 (平裝)  

1.公共行政 2.桃園市  575.33/109  

彰化縣議會簡介. 第 19 屆 / 林裕修

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縣議會 , 

10810 .-- 9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3-06-3 (平裝)  

1.彰化縣議會 2.地方自治  

575.33/121  

*行政警察人員歷屆試題專輯 / 鄭家

強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鄭家強, 

10809 .-- 冊 .-- ISBN 978-957-43-7021-

4 (第 1 冊:平裝) NT$580 .-- ISBN 978-

957-43-7022-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57-43-7023-8 

(全套:平裝)  

1.警政 2.警政法規  575.8  

警政管理計量分析暨作業研究 / 馮

佩君編著 .-- 一版 .-- 桃園市 : 馮佩君, 

108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65-8 (平裝) NT$500  

1.警政 2.警政統計  575.8  

警察法總論 / 劉嘉發等編著 ; 蔡震榮

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811 .-- 524 面; 23 公分 .-- (大學用

書系列) .-- ISBN 978-986-97979-6-2 

(平裝) NT$500  

1.警政法規 2.論述分析  575.81  

警察情境實務 / 李修安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809 .-- 8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79-4-8 

(平裝) NT$680  

1.警察勤務制度 2.情境教育  575.86  

保安監督人複訓教材 / 吳武泰, 邱晨

瑋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4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45-708-4 (平裝) NT$460  

1.公共安全 2.消防安全  575.864  

*火災學 / 陳弘毅編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4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2-1 (平

裝) NT$560  

1.火災 2.消防  575.87  

災害管理 : 13 堂專業的必修課程 / 

王价巨等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89-8 

(平裝) NT$480  

1.災難救助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協力災害治理 : 韌性系統建構與網

絡管理策略 / 王俊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09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68-3 (平裝) 

NT$350  

1.災難救助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 傅維廷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09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5-0 (平

裝)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575.875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

解 / 洪玉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6-7 (平

裝)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3.消防法規  

575.875  

圖解消防危險物品 / 盧守謙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71-3 

(平裝) NT$550  

1.公共安全 2.消防安全  575.875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

基準 / 盧守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99-7 ( 平 裝 ) 

NT$680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3.設備管理 4.

問題集  575.875022  

警察先生,就是這個人! : 從現代治安

工作看歷代名臣智慧 / 鄒濬智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811 .-- 

246 面; 21 公分 .-- (Do 科學 ; 15) .--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3-2 

(平裝) NT$300  

1.警政 2.個案研究 3.中國  575.892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 / 鄭學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圖書館發行 ,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7355-9-9 (第 1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98304-0-9 

(第 2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

986-98304-1-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40 .-- ISBN 978-986-98304-2-3 

(第 4 冊:平裝) NT$500  

1.中國共產黨 2.歷史  576.25  

反獨護國四十年 / 勞政武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810 .-- 872 面; 

26 公分 .-- (台灣社會文化研究叢書 ; 

3) .-- ISBN 978-986-5633-86-8 (平裝) 

NT$1200  

1.臺灣獨立運動 2.文集  576.333  

*僑務委員會年鑑. 107 年度 / 吳新興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09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3-10-9 (平裝) NT$220  

1.僑務 2.行政 3.年鑑  577.21058  

國際關係 / 張家熏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義, 108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9528-60-3 (平裝) NT$380  

1.國際關係  578.1  

歐洲理事會與歐洲文化之路 / 吳萬

寶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 10809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48-1 (平裝) NT$370  

1.歐洲理事會 2.文化史 3.歐洲  

578.164  

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 107 / 外交

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編輯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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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10809 .-- 5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1-4 ( 平 裝 ) 

NT$150  

1.中華民國外交 2.政府公報  

578.221  

迅猛的力量 : 1949,毛澤東、杜魯門

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 凱文 .裴萊諾

(Kevin Peraino)作 ; 林添貴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09 .-- 

352 面; 22 公分 .-- (遠足新書) .-- 

ISBN 978-986-508-033-4 ( 平 裝 ) 

NT$450  

1.美國外交政策 2.中美關係 3.臺美

關係  578.52  

國 際 刑 法 與 歐 洲 刑 法  / Helmut 

Satzger 著 ; 王士帆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810 .-- 8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223-3 (平裝)  

1.國際刑法 2.刑法 3.德國 4.歐洲  

579.95  

法律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 成宜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0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2-0 (平裝)  

1.法學  580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 成宜

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810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1-3 (平裝)  

1.法學  580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5-

1 (平裝)  

1.法學  580  

惡鄰退散 : 專業律師教你 40 個大樓

居住的自保撇步 / 吳孟勳等合著 ; 賈

俊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14-4 (平裝) NT$300  

1.法律教育 2.生活問題 3.公寓  

580.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李開遠等

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10809 .-- 19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584-11-2 (平裝) NT$350  

1.法律 2.教學研究 3.文集  580.3  

民主與法治的見證與經驗 : 江義雄

教授七秩晉五壽誕祝賀論文集 / 江

義雄教授七秩晉五壽誕祝賀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 10811 .-- 7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30-8 ( 精 裝 ) 

NT$800  

1.法律 2.文集  580.7  

台灣法學新課題. 十四 / 社團法人台

灣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8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1-9 (平裝) NT$380  

1.法學 2.文集  580.7  

法治行政與違憲審查 / 劉宗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1 .-- 6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16-

5 (精裝) NT$750  

1.憲法 2.行政法 3.文集  580.7  

法務研究選輯. 107 年度 / 法務部綜

合規劃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0809 .-- 7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3-02-3 ( 精 裝 ) 

NT$350  

1.法律 2.文集  580.7  

紛爭解決、公私協力、保密與競業 / 

萬國法律事務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09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94-2 ( 平 裝 ) 

NT$680  

1.法律 2.文集  580.7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法治國原則 / 董

保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0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4-0 (平裝) NT$350  

1.法律 2.文集  580.7  

地方法制的理論與實踐  / 羅承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0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80-7-1 (平裝) NT$380  

1.地方法規 2.行政法 3.論述分析  

582.207  

民法總則 / 鄭冠宇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809 .-- 6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24-7 (精裝) 

NT$750  

1.民法總則  584.1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理論與實務 / 林

洲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179-3 (平裝) NT$300  

1.資訊法規 2.資訊安全  584.111  

中國家庭金融租賃研究 / 甘梨, 王紹

文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810 .-- 1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69-7 

(平裝) NT$250  

1.融資租賃 2.中國  584.385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 成宜霖, 

羅格思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810 .-- 5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868-0 (平裝)  

1.親屬法 2.繼承  584.4  

民法親屬編 : 理論與實務 / 陳惠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215-8 (平裝) NT$480  

1.親屬法 2.論述分析  584.4  

家事事件法論 / 姜世明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616 面; 23 公

分 .-- (伊薩法學系列 ; 19) .-- ISBN 

978-957-511-218-9 (平裝) NT$750  

1.家事事件法  584.4  

刑法解題書. 基礎篇 / 旭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502-9 (平裝) NT$580  

1.刑法  585  

朱令的 45 年 : 北京清華女學生毒殺

疑案 / 李佳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 (春山之聲 ; 9) .-- ISBN 978-986-

98042-3-3 (平裝) NT$380  

1.刑事案件 2.個案研究  585.8  

民事訴訟法 / 陳啟垂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809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27-8 (上冊:

平裝) NT$550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 劉明生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6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17-

2 (平裝) NT$680  

1.民事訴訟法 2.判例解釋例  586.1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7 / 

張熙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0 .-- 8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2-6 (平裝) NT$850  

1.刑事審判 2.裁判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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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的蟲 : 真的能靠昆蟲推測死亡

時間嗎?聆聽昆蟲的證詞,從屍體讀

取無聲的資訊 / 三枝聖作 ; 林信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Style ; 

33) .-- ISBN 978-957-9654-42-5 (平裝) 

NT$300  

1.法醫學 2.昆蟲學  586.66  

細說商事法 / 周宜鋒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809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979-5-5 (平裝) 

NT$500  

1.商事法  587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 : 17 堂案例學會

<<公司法>> / 方嘉麟等合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14-1 

(平裝) NT$56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  

*海商法 / 曾國雄, 張志清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曾國雄, 10809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9-

8 (平裝) NT$600  

1.海商法  587.6  

圖解載貨證券專論 / 鍾政棋作 .-- 第

一版 .-- 基隆市 : 鍾政棋, 10809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16-0 (平裝) NT$500  

1.海商法  587.6  

行政法(含概要) / 林志忠編著 .-- 第

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810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1-0 (平裝)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 :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攻略 / 

林志忠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8-2 (平

裝)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講義 / 林明鏘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809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25-4 (平裝) 

NT$570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總論 / 陳敏著 .-- 十版 .-- 臺北

市 : 陳敏發行 : 新學林經銷, 10809 .-- 

1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2-8 (精裝) NT$1100  

1.行政法  588.1  

公務員法大意 : 看這本就夠了 / 林志

忠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0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1-1 (平裝)  

1.公務人員法規  588.12  

政府資訊公開法解釋暨裁判選輯 /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10809 .-- 4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43-00-

9NT$280  

1.政府資訊公開法 2.判例彙編  

588.933  

德日矯正法規中譯彙編 / 周輝煌等

編輯委員 .-- 初版 .-- 桃園市 : 法務部

矯正署, 10810 .-- 1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3-01-6 ( 平 裝 ) 

NT$700  

1.獄政法規 2.德國 3.日本  589.82  

軍事 

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 第十七

輯 / 錢淑芬等作 ; 丁華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10810 .-

- 28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

5446-04-8 (平裝) NT$350  

1.軍事社會學 2.社會工作 3.文集  

590.15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與國防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108 年 : 國際競合中

的戰略與安全 / 沈明室等作 ; 樊建國

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0809 .-- 1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3-1 (平裝) NT$305  

1.軍事戰略 2.國防戰略 3.文集  

592.45  

烽火同舟 : 登步島戰役 70 周年參戰

官兵訪問紀錄 / 孫祥恩主編 .-- 臺北

市 : 政務辦公室,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軍史 ; 42) .-- ISBN 978-986-

5446-01-7 (精裝) NT$250  

1.戰史 2.訪談 3.中華民國  592.9286  

最長的一夜 : 1949 金門戰役 22 兵團

25 軍 / 沈啟國, 田立仁主編 .-- 臺北

市 : 時英, 10809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89-7-8 ( 平 裝 ) 

NT$250  

1.戰史 2.中華民國  592.9286  

戰轉乾坤 : 古寧頭戰役 70 周年紀念

冊 / 王明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務辦公室, 10810 .-- 16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46-02-4 (精裝) 

NT$300  

1.戰史 2.中華民國  592.9286  

中國軍服圖解 1945-1980 / 吳尚融

著 .-- 1 版 .-- 臺中市 : 軍式風格多媒

體工作室, 10811 .-- 10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307-0-6 ( 平 裝 ) 

NT$580 .-- ISBN 978-986-98307-1-3 

(精裝) NT$780  

1.軍服 2.陸軍  594.72  

漫畫版軍事科普小百科 : 潛艇悍將 / 

丘豊令原作 ; Level X 勇者漫畫工作

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77-9 (平裝) NT$280  

1.潛水艇 2.漫畫  597.67  

飛機縮尺插畫圖鑑. 噴射式引擎篇 / 

下田信夫著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0-2 (平

裝)  

1.軍機  598.6  

噴火式戰鬥機 : 皇家超級戰鷹 / 約翰.

費達(John Vader)原著 ; 黃書祥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星光,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星光圖解戰史. 武

力系列 ; 3) .-- ISBN 978-957-677-674-

8 (平裝) NT$350  

1.戰鬥機  598.61  

法律服務常用國防法令彙編 / 蘇耿

德, 楊士賢主編 .-- 三版 .-- 桃園市 : 

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 10810 .-- 108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6-

2 (平裝)  

1.國防法規  599.023  

資訊戰爭 : 入侵政府網站、竊取國

家機密、假造新聞影響選局,網路已

成為繼原子彈發明後最危險的完美

武器 / 桑格(David E. Sanger)著 ; 但漢

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811 .-- 480 面; 23 公分 .-- (貓頭鷹

書房 ; 611) .-- ISBN 978-986-262-402-

9 (平裝) NT$550  

1.國家安全 2.網路戰  599.7  

勝兵先勝 : 軍事情報作業概念入門 / 

黃竣民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黃竣

民,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85-6 (平裝) NT$520  

1.戰略情報 2.軍事情報 3.軍事政策  

5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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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歷史學家的技藝 / 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著 ; 張和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648-5 ( 平 裝 ) 

NT$320  

1.史學 2.史學方法  601  

武之璋史論 / 武之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4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2-770-1 ( 平 裝 ) 

NT$380  

1.史學評論  601.3  

警專地理 : 滿分這樣讀 / 王傑, 黃柏

欽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09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24-6 (平裝)  

1.地理學  609  

開始自己動手畫地圖 / 漢妮.哈華斯

(Hennie Haworth)等作 ; 吳湘湄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09 .-- 144

面; 26 公分 .-- (Guide book ; 260) .-- 

ISBN 978-986-443-168-7 ( 平 裝 ) 

NT$380  

1.地圖繪製  609.24  

中國史 

漫畫史記 : 千古名士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11) .-- ISBN 978-986-452-239-2 

(平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千古始皇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2) .-- ISBN 978-986-452-230-9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大漢風雲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12) .-- ISBN 978-986-452-240-8 

(平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太公姜尚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5) .-- ISBN 978-986-452-233-0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名將仁俠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9) .-- ISBN 978-986-452-237-8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吳越春秋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7) .-- ISBN 978-986-452-235-4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東周霸主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6) .-- ISBN 978-986-452-234-7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華夏五帝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1) .-- ISBN 978-986-452-229-3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楚漢英傑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10) .-- ISBN 978-986-452-238-5 

(平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漢室天子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4) .-- ISBN 978-986-452-232-3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諸子百家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8) .-- ISBN 978-986-452-236-1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漫畫史記 : 劉邦項羽 / 司馬遷著 ; 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811 .-- 160 面; 24 公分 .-- (經典悅

讀 ; 3) .-- ISBN 978-986-452-231-6 (平

裝) NT$250  

1.史記 2.漫畫  610.11  

資治通鑑 : 借舊時成王敗寇的「殷

鑑」,轉化為在社交、職場攻防的教

戰「明鏡」 / 司馬光原著 ; 東籬子解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52-5-8 (平裝) NT$380  

1.資治通鑑 2.研究考訂  610.23  

中國斷代史 

尚書大義 / 吳闓生纂 .-- 台三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398 面; 21

公分 .-- (中華國學叢書) .-- ISBN 978-

957-8595-87-3 (平裝) NT$400  

1.書經 2.注釋  621.112  

張高評解析經史. 一, 左傳導讀 / 張

高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09-3 (平裝) NT$500  

1.左傳 2.研究考訂  621.737  

張高評解析經史. 二, 左傳之文學價

值 / 張高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8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93-5 (平裝) NT$550  

1.左傳 2.研究考訂  621.737  

秦朝那些人那些事. 源之卷 / 譚自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811 .-- 396 面; 23 公分 .-- (龍圖騰

文庫 ; YL011) .-- ISBN 978-986-388-

110-0 (平裝) NT$550  

1.秦史 2.通俗史話  621.9  

秦漢歷史與思想的幾個側面 / 林聰

舜作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16-77-3 (平裝) NT$500  

1.秦漢史 2.思想史  621.9  

秦始皇 : 從戰國到一統天下 / 王立群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冊 .-- (重說史 ; 3-4) .-- ISBN 978-986-

344-694-1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344-695-8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344-696-5 

(全套:平裝)  

1.秦始皇 2.傳記  621.91  

讓我們來到南朝 : 尋,江南煙雨花落

盡 / 葉言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作家作品集 ; 89)(葉言都探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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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13-7984-5 ( 平 裝 ) 

NT$320  

1.南朝史  623.5  

讓我們來到北朝 : 看,北國天下起風

雲 / 葉言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作家作品集 ; 90)(葉言都探歷史) .-- 

ISBN 978-957-13-7985-2 ( 平 裝 ) 

NT$320  

1.北朝史  623.6  

貞觀政要 / 吳兢著 ; 俞婉君譯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布 拉 格 文 創 , 

1081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1-4-5 (平裝)  

1.貞觀政要 2.注釋  624.11  

明史 : 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 / 王天有, 

高壽仙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15-3 (平裝)  

1.明史  626.01  

義 和團  / 黛安娜 .普雷斯頓 (Diana 

Presto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現, 

108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8-2-7 (平裝) NT$520  

1.義和團事變  627.88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 / 韓文寧, 劉

曉寧編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大

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15-

116) .-- 上冊, 1912-1937; 下冊, 1937-

1949 .-- ISBN 978-986-97821-5-9 (上

冊:平裝) NT$350  

1.中華民國史 2.歷史故事  628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 / 韓文寧, 劉

曉寧編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大

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15-

116) .-- 上冊, 1912-1937; 下冊, 1937-

1949 .-- ISBN 978-986-97821-6-6 (下

冊:平裝) NT$380  

1.中華民國史 2.歷史故事  628  

袁世凱竊國記 / [中華書局]編輯部

作 .-- 台五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382 面; 21 公分 .-- (中華史

地叢書) .-- ISBN 978-957-8595-83-5 

(平裝) NT$400  

1.洪憲帝制  628.21  

中國文化史 

大千世界 : 403 個中國文化面面觀 / 

于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

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益智

館 ; 36) .-- ISBN 978-986-98057-4-2 

(平裝) NT$299  

1.文化史 2.中國  630  

唐日文化交流探索 : 人物、禮俗、

法制作為視角 / 嚴茹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37-1 

(平裝) NT$420  

1.文化史 2.文化交流 3.中日關係 4.

唐代  634  

華夏與戎狄同源 : 秦始皇血緣和語

言的啟示 / 朱學淵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0810 .-- 4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3-6-1 ( 平 裝 ) 

NT$480  

1.民族史 2.民族研究 3.民族語言學 4.

中國  639  

中國地方志 

龜茲文化詞典 / 王建林等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9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43-8 (平裝) NT$1580  

1.文化 2.詞典 3.龜茲  676.09  

中國地理類志 

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 : 西藏

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 劉

漢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雪域, 

10810 .-- 832 面; 23 公分 .-- (雪域叢

書 ; 36) .-- ISBN 978-986-96193-9-4 

(精裝) NT$450  

1.西藏問題  681.508  

世界史地 

神祕的未解之謎 : 失落的文化謎團 / 

艾賓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

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經

典故事系列 ; 27) .-- ISBN 978-986-

453-108-0 (平裝) NT$220  

1.世界史 2.通俗史話  711  

從民族解讀世界史 : 「民族」如何

推動數千年來的歷史,政治又如何利

用民族來製造對立 / 宇山卓榮著 ; 鳳

妙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84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

書) .-- ISBN 978-957-13-7973-9 (平裝) 

NT$380  

1.世界史 2.民族史  711  

憤怒年代 : 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

人類歷史新紀元 / Pankaj Mishra 著 ; 

葉佳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416 面; 21 公分 .-- (Pankaj 

Mishra 作品集) .-- ISBN 978-957-08-

5389-6 (平裝)  

1.世界史  711  

世界文明史 / 劉增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10 .-- 冊 .-- ISBN 978-

957-763-655-3 (上冊:精裝) NT$800 .-- 

ISBN 978-957-763-656-0 (下冊:精裝) 

NT$480  

1.世界史 2.文明史  713  

趣味地理 : 呈現地理科學的應用價

值及魅力 / 王肇和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809 .-- 3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99-077-1 (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1.世界地理 2.通俗作品  716  

世界之用  / 尼可拉 .布維耶(Nicolas 

Bouvier)著 ; 提耶里.維爾內(Thierry 

Vernet)繪 ; 徐麗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48 面; 21

公分 .-- (麥田叢書 ; 100) .-- ISBN 

978-986-344-701-6 (平裝) NT$50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 : 從梁啟超到泰

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 / 潘卡吉.

米什拉 (Pankaj Mishra)著  ; 黃中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416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08-5397-1 ( 平 裝 ) 

NT$450  

1.亞洲史  730.1  

發現東亞 : 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

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 / 宋念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344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400-8 (平裝)  

1.歷史 2.東亞  730.1  

走吧走吧!跟世界做朋友. 亞洲篇 / 

施賢琴著 ; 兒童島繪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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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知識圖

書館 ; 1) .-- ISBN 978-986-95917-4-4 

(平裝) NT$450  

1.人文地理 2.通俗作品 3.亞洲  

730.85  

手繪圖解.日本史 / 陳映勳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西 北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25-7-1 (平裝)  

1.日本史  731.1  

東京二見鍾情 : 明太子小姐の東京

生活手帳. 2 / 明太子小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 : 皇冠發

行,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con ; 

53) .-- ISBN 978-986-97906-9-7 (平裝)  

1.人文地理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85  

下飛機 Day by Day,愛上東京 / 老蝦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812 .-- 

176 面; 23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603) .-- ISBN 978-986-336-355-2 (平裝)  

1.旅遊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古地圖解謎!回到江戶,跟著歷史學家

解開現代東京之謎 / 山本博文著 ; 馮

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810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3-4 (平裝) NT$43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地鐵遊. 2020 年 / media porta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64 面; 26 公分 .-- (漫步遊

MAP & GUIDE ; 41) .-- ISBN 978-986-

511-142-7 (平裝)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旅遊地圖 4.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都外一泊二日 / 呂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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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09 .-- 176 面; 23 公分 .-- (Theme ; 

40) .-- ISBN 978-986-289-486-6 (平裝) 

NT$360  

1.旅遊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阿倫帶路!台灣人的東京生活趣 / 阿

倫頻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8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397-8 (平裝)  

1.旅遊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新潟 佐渡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

作 ; 甘為治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人人, 10811 .-- 180 面; 26 公分 .-- 

(MM 哈日情報誌系列 ; 33) .-- ISBN 

978-986-461-198-0 (平裝) NT$400  

1.旅遊 2.日本新潟縣  731.73209  

扶桑花女孩梨梨亞 : 沖繩秘境自駕

遊 / 梨梨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77-7 ( 平 裝 ) 

NT$399  

1.自助旅行 2.汽車旅行 3.日本沖繩

縣  731.7889  

為什麼你去的沖繩 ,跟我不一樣? / 

Alex, Elsa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810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3-8 (平

裝) NT$450  

1.旅遊 2.日本沖繩縣  731.7889  

*二叔公自駕環遊北海道  / 二叔公

作 .-- 桃園市 : 二叔公, 10809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6-

1 (平裝) NT$360  

1.自助旅行 2.汽車旅行 3.日本北海

道  731.7909  

北海道 HO. 2020 年版 / ぶらんとマ

ガジン社作 ; 王麗雅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1-9 

(平裝)  

1.旅遊 2.日本北海道  731.7909  

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 : 日本國

民電影「男人真命苦」之旅 / 川本

三郎著 ; 黃碧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15) .-

- ISBN 978-986-98015-3-9 ( 平 裝 ) 

NT$360  

1.旅遊文學 2.電影文學 3.日本  

731.9  

海島一點點 : 東京 x 廣島 x 瀨戶內

海 都來一點點 / 點點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輕旅行 ; 5) .-- ISBN 978-

986-97606-0-7 (平裝) NT$360  

1.旅遊 2.日本  731.9  

韓國史 :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 朱立熙

著 .-- 增訂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691-0 (平裝)  

1.韓國史  732.1  

大邱就該這樣慢慢玩 : 達人必訪革

新版 / 亞莎崎作 .-- 再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 10810 .-- 3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525-4-1 (平裝)  

1.旅遊 2.韓國大邱市  732.7849  

釜山大邱地鐵地圖快易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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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128 面; 25 公分 .-- (地圖隨

身 GO ; 73) .-- ISBN 978-986-289-490-

3 (平裝) NT$299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韓國釜山

市 4.韓國大邱市  732.7899  

終局之戰. 下 : 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

現代中東的形成  / 西恩 .麥克米金

(Sean McMeekin)著 ; 黃中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0 .-- 448 面; 21 公分 .-

- (左岸歷史 ; 296) .-- ISBN 978-986-

98006-3-1 (平裝) NT$450  

1.中東史 2.土耳其史 3.鄂圖曼帝國  

735.02  

帶著聖經去旅行 : 向應許之地前進

(以色列) / 白碧香著 .-- 初版 .-- [新竹

市] : 白碧香出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

際商貿諮詢顧問發行,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1-

2 (精裝)  

1.旅遊 2.聖地 3.以色列  735.39  

印度文化史 / 尚會鵬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12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10-9 (平裝) 

NT$550  

1.文化史 2.印度  737.08  

尼泊爾&喜馬拉雅健行 / 地球の步き

方編集室作 ; 林宜君, 墨刻編輯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376 面; 21 公分 .-- (地球の步き方 ; 

KJ0056) .-- ISBN 978-986-289-489-7 

(平裝) NT$520  

1.旅遊 2.尼泊爾 3.喜馬拉雅山脈  

737.49  

東南方的國度 : 一趟行經越南、柬

埔寨、寮國的旅程  / 諾曼 .路易斯

(Norman Lewis)著 ; 胡洲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6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旅行文

學 ; 147) .-- ISBN 978-957-8759-94-7 

(平裝) NT$520  

1.遊記 2.旅遊文學 3.東南亞  7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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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萊。慢慢來 : 必訪文化景點 X 絕

美產地咖啡館 X 道地美食 X 在地人

行程推薦,讓你一次玩遍清萊 / 尤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87-93-9 (平裝) NT$320  

1.旅遊 2.泰國  738.29  

臺灣史地 

日治時期「中國」作為工具的台灣

身分思索 : 以謝雪漁、李逸濤、魏

清德為研究對象 / 王韶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809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18-9-0 

(平裝) NT$420  

1.臺灣研究 2.日據時期 3.文集  

733.07  

西荷時期淡水 : 史料匯編 / 張建隆編

纂  .-- 初版  .-- 新北市  : 張建隆 , 

10809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8-8 (平裝) NT$270  

1.臺灣史 2.荷據時期 3.史料 4.新北

市淡水區  733.25  

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 : 從古地圖洞

悉台灣地名的前世今生  / 陸傳傑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034-1 (平裝)  

1.古地圖 2.歷史地圖 3.臺灣史  

733.35  

小島捕魚 : 台灣水邊的日常風景 / 李

偉麟等採訪撰稿 ; 周易正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中日對

照 .-- ISBN 978-986-97823-4-0 (平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漁業 3.臺灣  733.4  

掛號 / 劉玟苓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

文化局, 10810 .-- 1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2-8 (平裝)  

1.臺灣新文化運動 2.臺灣史 3.漫畫  

733.409  

烏來區志 / 許家華, 劉芝芳總編輯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烏來區公

所, 10810 .-- 4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07-1 (精裝) NT$850  

1.方志 2.新北市烏來區  

733.9/103.9/135.1  

直到平原深處 / 張楷庭等作 .-- 宜蘭

市 : 宜縣文化局,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6-9 (平

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宜蘭縣  733.9/107.4  

蘭陽地質見學之旅 / 江協堂作 .-- 宜

蘭 縣 頭 城 鎮  : 宜 縣 蘭 陽 博 物 館 , 

1081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4-5 (精裝)  

1.地景保育 2.天然公園 3.生態旅遊 4.

宜蘭縣  733.9/107.6  

石滬家族的故事 / 李仁富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李仁富, 10810 .-- 15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2-

9 (精裝) NT$300  

1.文化景觀 2.文集 3.桃園縣新屋鄉  

733.9/109.9/115.4  

圖說竹塹 / 王郭章作 .-- 二版 .-- 新竹

市 : 清大出版社, 竹市竹松社區大學,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78-0 (平裝) NT$450  

1.歷史 2.新竹市  733.9/112.2  

船山巡航 / 唐淑惠等主筆 ; 吳帷稜主

編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籃城書

房, 10811 .-- 8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7175-1-9 (平裝) 

NT$250  

1.人文地理 2.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4  

台南街屋 / 家永時, 王茗禾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22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6-

6 (平裝)  

1.人文地理 2.房屋建築 3.臺南市  

733.9/127.4  

偏偏遇見台南 : 藝術之眼看城市 超

越實用手冊 / 王詩琪等著 ; 李亞南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590-0-7 (平裝)  

1.旅遊 2.人文地理 3.臺南市  

733.9/127.4  

珍藏大內 : 穿越時空 追尋流逝歲月. 

第二輯 / 林志秋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大內區公所, 10810 .-- 208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5-10-5 (平裝)  

1.歷史 2.照片集 3.臺南市大內區  

733.9/129.9/107.2  

高雄老屋導覽手冊 / 林宛蓁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都發局, 10810 .-- 

127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16-02-7 (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化資產維護 3.高雄

市  733.9/131.4  

過田仔ㄟ思想起 : 苓雅區故事繪本 / 

蘇福男著.攝 ; 林軒宇繪 .-- 高雄市 : 

高市苓雅區公所, 苓雅區婦女社會參

與促進小組, 10809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6-01-0 (平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高雄市苓雅區  

733.9/131.9/111.2  

地圖考古 X 城市偵探 : 鹽埕身世 / 

地圖考古 X 城市偵探讀書會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 高市第一

社大, 高市史博館, 10809 .-- 1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14-82-3 

(平裝)  

1.歷史 2.高雄市鹽埕區  

733.9/131.9/121.2  

美濃黃蝶祭活動特刊. 2019. 第二十

二屆 / 美濃愛鄉協進會編撰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10809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8367-2-3 (平裝) NT$150  

1.自然環境 2.自然保育 3.高雄市美

濃區  733.9/133.9/131.3  

悅讀日本移民體驗記(內含:吉野村

回顧錄) / 廖高仁編著 .-- 初版 .-- 花

蓮縣鳳林鎮 : 廖高仁, 108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3-

0 (平裝) NT$420  

1.移民史 2.日據時期 3.花蓮縣  

733.9/137.2  

萬物糧倉.大地慶典 / 于國華等作 ; 

湯宗勳企劃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東分局 , 108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40-00-8 (平裝)  

1.人文地理 2.區域開發 3.花蓮縣 4.

臺東縣  733.9/137.4  

奉鄉鳳林林田村 / 劉青松編著 .-- 初

版  .-- 花 蓮 縣 鳳 林 鎮  : 劉 青 松 , 

10810 .-- 2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2-0 (平裝) NT$300  

1.歷史 2.花蓮縣鳳林鎮  

733.9/137.9/123.2  

藝聚.人匯. 南迴線 / 李慰萱等採訪撰

稿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市 : 東縣

文化處出版 : 東縣府發行, 108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19-03-5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臺東縣  733.9/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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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聚.人匯. 海岸線 / 姜洋, 張楷庭, 陳

麗婷採訪撰稿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

東市 : 東縣文化處出版 : 東縣府發行, 

108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01-1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臺東縣  733.9/139.4  

藝聚.人匯. 縱谷線 / 李慰萱等採訪撰

稿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縣臺東市 : 

東 縣 文 化 處 出 版  : 東 縣 府 發 行 , 

108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02-8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臺東縣  733.9/139.4  

澎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輯. 第

18 屆 / 張美惠總編輯 .-- 初版 .-- 澎

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局, 10810 .-- 

355 面; 30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

叢書 ; 291) .-- ISBN 978-986-5427-00-

9 (平裝) NT$2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澎湖縣  

733.9/141.07  

歐洲史地 

走吧走吧!跟世界做朋友. 歐非篇 / 

施賢琴著 ; 兒童島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知識圖

書館 ; 2) .-- ISBN 978-986-95917-5-1 

(平裝) NT$450  

1.人文地理 2.通俗作品 3.歐洲 4.非

洲  740.8  

到巴黎尋找海明威 / Joyc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810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587-92-2 (平裝) NT$350  

1.旅遊 2.法國巴黎  742.719  

法國旅簡 : 給犀牛小灰 / 張燕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張燕風出版 : 三民

總經銷, 10810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46-7 (平裝)  

1.旅遊 2.法國  742.89  

德國交換趣不趣 / 林秉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2 .-- 2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9267-37-

3 (平裝) NT$350  

1.遊記 2.交換學生 3.德國  743.9  

義大利南部深度之旅 : 拿坡里.龐貝.

阿爾貝羅貝洛.阿瑪菲海岸.卡布里島.

西西里島 / 簡婉莉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115) .-- ISBN 978-

986-336-357-6 (平裝) NT$380  

1.旅遊 2.義大利  745.09  

威尼斯共和國 : 稱霸地中海的海上

商 業 帝 國 千 年 史  / 湯 瑪 士 . 麥 登

(Thomas F. Madden)作 ; 黃芳田, 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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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1 .-- 500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歷史學堂 ; MU0026) .-- ISBN 978-

957-8759-89-3 (平裝) NT$560  

1.義大利史  745.2  

西班牙深度之旅 : 馬德里、巴塞隆

納、瓦倫西亞、塞維亞  / 宋良音

作 .-- 五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87) .-- ISBN 978-986-336-358-3 (平裝) 

NT$430  

1.旅遊 2.西班牙  746.19  

葡萄牙插畫遊記 / 蔡美錦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2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38-0 

(精裝) NT$300  

1.遊記 2.葡萄牙  746.29  

美洲史地 

新大陸遊記節錄 / 梁啟超著 .-- 台二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174 面; 21 公分 .-- (飲冰室叢書) .-- 

ISBN 978-957-8595-92-7 ( 平 裝 ) 

NT$300  

1.遊記 2.美國  752.9  

墨西哥史 : 仙人掌王國 / 何國世著 .-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

6726-9 (平裝)  

1.墨西哥史  754.91  

非洲史地 

埃及 : 開羅.路克索.亞斯文 / 趙思語, 

吳佳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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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180 面; 23 公分 .-- 

(City target ; 20) .-- ISBN 978-986-289-

487-3 (平裝) NT$340  

1.遊記 2.埃及  761.09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澳大利亞史 : 古大陸.新國度 / 李龍

華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 ,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4-5 (平裝)  

1.澳大利亞史  771.1  

紐西蘭 /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吳

秀雲, 墨刻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0 .-- 504 面; 21 公分 .-- (地

球の步き方 ; 57) .-- ISBN 978-986-

289-491-0 (平裝) NT$620  

1.旅遊 2.紐西蘭  772.9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 老包, 舞菇, 

Jeff Chen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812 .-- 288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309) .-- ISBN 978-986-336-356-9 (平裝) 

NT$420  

1.自助旅行 2.紐西蘭  772.9  

太平洋島嶼的智慧 / 曹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7-6-0 (平裝)  

1.島嶼文化 2.大洋洲  774.3  

傳記 

惡的出世學 / 中川右介作 ; 蔡昭儀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7645-90-6 (平裝) 

NT$360  

1.世界傳記  781.051  

西方文明的制裁者 : 讓世界顫慄的

阿提拉、耶律大石與成吉思汗 / 王

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21-7-3 (平

裝) NT$380  

1.帝王 2.傳記 3.歷史故事 4.中國  

782.27  

四帝世紀 : 孫逸仙.蔣介石.毛澤東.鄧

小平,翻轉近現代中國政治的關鍵人

物 / Rémi Kauffer 著 ; 林舒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488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401-5 (平裝)  

1.帝王 2.傳記 3.中國  782.278  

論李鴻章 / 梁啟超著 .-- 台二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100 面; 21

公分 .-- (飲冰室叢書) .-- ISBN 978-

957-8595-90-3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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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李鴻章 2.傳記  782.878  

吳佩孚傳 / [中華書局]編輯部作 .-- 

台 三 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書 局 , 

10811 .-- 218 面; 21 公分 .-- (中華史

地叢書) .-- ISBN 978-957-8595-84-2 

(平裝) NT$300  

1.吳佩孚 2.傳記  782.885  

西潮 : 蔣夢麟回憶錄 / 蔣夢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大家身影 ; 5) .-- ISBN 

978-957-763-712-3 (平裝) NT$480  

1.蔣夢麟 2.回憶錄  782.886  

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 : 黃天鵬傳

記 / 黃佩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 10810 .-- 350 面; 23 公

分 .-- (史地傳記類 ; PC0821)(讀歷史 ; 

10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741-6 (平裝) NT$500  

1.黃天鵬 2.報業 3.傳記  782.887  

泰德純和他的回憶錄 / 泰德純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

文創, 10809 .-- 220 面; 21 公分 .-- (血

歷史 ; 159) .-- BOD 版 .-- ISBN 978-

957-8924-70-3 (平裝) NT$280  

1.泰德純 2.回憶錄  782.887  

戰爭的目擊者 : 昭和怪物的七大歷

史之謎 / 保阪正康著 ; 陳心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大河 ; 48) .-- 

ISBN 978-986-508-042-6 (平裝)  

1.傳記 2.昭和時代 3.日本史  783.12  

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 / 陳新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810 .-- 

326 面; 21 公分 .-- (允晨文集 ; 85) .-- 

ISBN 978-986-97555-6-6 ( 平 裝 ) 

NT$350  

1.約翰万次郎 2.傳記  783.18  

磯永吉追想錄 / 川口愛子, 川口四郎, 

磯百合子原著 ; 磯永吉學會編著 ; 林

瑋瓊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

磯永吉學會, 10810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182-6-6 (平裝)  

1.磯永吉 2.傳記  783.18  

蟋蟀之歌 / 孫石熙著 ; 胡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View ; 70) .-- 

ISBN 978-957-13-7969-2 ( 平 裝 ) 

NT$400  

1.孫石熙 2.自傳  783.28  

文藝雅集. 2019 : 青春昂揚-作家制服

照片特刊 / 文訊雜誌社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訊雜誌社, 108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2-44-8 

(平裝) NT$150  

1.作家 2.傳記 3.照片集  783.31  

外省人故事 / 武之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2-769-5 ( 平 裝 ) 

NT$280  

1.臺灣傳記  783.31  

未來總統學 : 解構魅力領袖品牌策

略 / 許宥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灣遊讀會, 10811 .-- 25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159-3-5 ( 平 裝 ) 

NT$380  

1.臺灣傳記  783.32  

客家貢獻獎得獎人輯錄. 2019 / 楊長

鎮總編輯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809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4-01-4 (平裝)  

1.臺灣傳記 2.客家  783.32  

黑貓中隊機工長與老兵故事 / 劉先

昌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劉先昌, 

10809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7-9 (平裝) NT$300  

1.軍人 2.傳記  783.32  

行路 : 走讀彰化文學故事 / 張雀芬總

編輯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1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3-09-4 (精裝) NT$420  

1.作家 2.臺灣傳記 3.彰化縣  

783.324  

幸福百分百 : 宜蘭縣百歲人瑞專輯. 

108 年 / 戴永華等採訪撰稿 .-- 宜蘭

市 : 宜縣府, 10809 .-- 18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18-00-7 (平裝)  

1.臺灣傳記 2.宜蘭縣  783.36/107  

人間蔣渭水 : 蔣渭水歷史影像集 / 蔣

朝根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04-01-4 (平裝) NT$560  

1.蔣渭水 2.臺灣傳記 3.社會運動 4.

臺灣史 5.照片集  783.3884  

<<陳唐山回憶錄>>評述 / 潘明著 .-- 

新北市 : 潘明, 10812 .-- 15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81-8 (平裝)  

1.陳唐山 2.回憶錄  783.3886  

大時代小人物回憶錄  / 劉兆林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漢雅資訊, 

10809 .-- 6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669-7-0 (平裝)  

1.劉兆林 2.回憶錄  783.3886  

王永慶成功的條件 / 唐雙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潮 21Book,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119-1-0 (平裝)  

1.王永慶 2.臺灣傳記 3.職場成功法  

783.3886  

*心清如水 : 阮清水戀戀果凍花 / 阮

清水主述 ; 吳惠晶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10809 .-- 288 面; 21 公分 .-- (水月系

列 ; 9) .-- ISBN 978-986-5726-76-8 (平

裝) NT$320  

1.阮清水 2.傳記  783.3886  

世間何處是桃源 : 李應章(李偉光)研

究. 上卷, 日治時期:臺灣二林蔗農事

件 / 李根培作 .-- 初版 .-- 彰化縣彰化

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1 .-- 5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3-10-0 (精

裝) NT$310  

1.李應章 2.臺灣傳記  783.3886  

世間何處是桃源 : 李應章(李偉光)研

究. 下卷, 戰後上海:臺灣旅滬同鄉會 

/ 李根培作 .-- 初版 .-- 彰化縣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1 .-- 5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11-7 (精裝) 

NT$310  

1.李應章 2.臺灣傳記  783.3886  

玉露永醇.珍蕊長馨 : 記邵玉珍老師

的人生七十才開始 / 周世文作 .-- 桃

園市 : 周世文, 10809 .-- 8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6999-7 (平裝)  

1.邵玉珍 2.臺灣傳記  783.3886  

姑念該生 : 張作錦的生平回憶記事 / 

張作錦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809 .-- 456 面; 21 公分 .-

- (社會人文 ; BGB481) .-- ISBN 978-

986-479-830-8 (精裝) NT$500  

1.張作錦 2.回憶錄  783.3886  

軍人外交家蔣作賓回憶錄 / 蔣作賓

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0810 .-- 160 面; 21 公

分 .-- (血歷史 ; 156)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2-7 ( 平 裝 ) 

NT$240  

1.蔣作賓 2.軍人 3.回憶錄  783.3886  

看著戰車長大的愛國女孩 : 熊海靈

的人生風景 / 熊海靈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13-7961-6 (平

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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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熊海靈 2.臺灣傳記  783.3886  

柳暗花明 : 我的教育生涯 / 吳鐵雄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809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0-166-1 (平裝) NT$320  

1.吳鐵雄 2.教育行政 3.臺灣傳記  

783.3886  

*起手無悔 : 吳英璋與台灣的臨床心

理學 / 吳英璋口述 ; 姜忠信等執筆 .-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0809 .-- 

200 面; 21 公分 .-- (教育輔導系列 ; 

N150) .-- ISBN 978-957-693-937-2 (平

裝) NT$300  

1.吳英璋 2.臺灣傳記 3.學術思想 4.

臨床心理學  783.3886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 : 

陳誠 / 歐素瑛, 黃翔瑜, 吳俊瑩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臺大出版

中心, 10811 .-- 冊 .-- ISBN 978-986-

5431-09-9 (全套:精裝) NT$5000  

1.陳誠 2.歷史檔案 3.檔案目錄 4.民

國史  783.3886  

庶民總統韓國瑜 : 2024 雖千萬人,吾

往矣! / 王晴天著 .-- 新北市 : 創見文

化, 108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636-3-9 (平裝) NT$350  

1.韓國瑜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783.3886  

黃靈芝的文學軌跡 : 一位戰後以日

語創作的台灣作家 / 岡崎郁子著 ; 林

雪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叢書 ; 7) .-- 

ISBN 978-986-350-365-1 ( 平 裝 ) 

NT$350  

1.黃靈芝 2.臺灣傳記 3.日本文學 4.

文學評論  783.3886  

傳奇人生 : 張俊彥傳 / 王敏銓, 冉曉

雯著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

傳記系列) .-- ISBN 978-957-8614-30-7 

(平裝) NT$350  

1.張俊彥 2.臺灣傳記  783.3886  

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 / 劉錦龍等

撰稿 ; 郭加圖主編 .-- 彰化市 : 建國

科大,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333-6-9 (平裝)  

1.徐佳銘 2.臺灣傳記  783.3886  

鑽婚上壽慶華年 / 彭聖師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喬 智 形 象 設 計 , 

108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756-1-8 (平裝)  

1.彭聖師 2.自傳  783.3886  

連橫年表新編 / 江寶釵編纂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9-0 (平裝) NT$300  

1.連橫 2.年表  783.3982  

我的字體排印學之路 : 字體排印新

浪潮之父沃夫岡.魏因加特 / 沃夫岡.

魏因加特(Wolfgang Weingart)作 ; 田

菡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520 面; 26 公分 .-- (Zeitgeist 時代精

神 ; FZ2004) .-- 中德對照 .-- ISBN 

978-986-235-785-9 (精裝) NT$1800  

1.魏因加特(Weingart, Wolfgang, 1941-) 

2.傳記 3.平面設計 4.字體  784.38  

*天賦妙手 : 神經外科醫師班.卡森的

傳奇故事 / 班.卡森, 塞西爾.墨菲著 ; 

李成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

化,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0-9 (平裝) NT$380  

1.卡森(Carson, Ben, 1851-) 2.醫師 3.

傳記 4.美國  785.28  

*暗流 : 當心理醫生也得到了憂鬱症 

/ 瑪莎.曼寧著 ; 吳傑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810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48-6 

(平裝) NT$320  

1.曼寧(Manning, Martha) 2.憂鬱症 3.

心理治療 4.傳記  785.28  

道歉 : 父親的告解,女兒的救贖 / 伊

芙.恩斯勒(Eve Ensler)作 ; 丁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 

10810 .-- 184 面; 21 公分 .-- (Caring ; 

96) .-- ISBN 978-986-357-162-9 (平裝) 

NT$280  

1.恩斯勒(Ensler, Eve) 2.傳記 3.性侵

害 4.問題家庭  785.28  

文物考古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年報. 107

年 / 高筱慧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臺灣史前博物館, 10809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7-08-4 (平

裝) NT$320  

1.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790.68  

汲古潤今 :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黃金安總主編 .-- 臺北

市 : 紙文物維護學會, 108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56-6-7 

(平裝) NT$400  

1.文物保存維護 2.文物修復 3.文集  

790.7207  

小時代的日常 : 一個十七世紀的生

活提案 / 黃永泰, 余佩瑾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8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23-9 

(平裝) NT$900  

1.古器物 2.文物展示 3.圖錄 4.明代  

791.3  

漢代玉器 / 樊大川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4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

999-5 (平裝) NT$650  

1.玉器 2.漢代  794.4  

圖說敦煌二五四窟 / 陳海濤, 陳琦

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

245-5 (精裝) NT$680  

1.敦煌學 2.石窟 3.壁畫  797.9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泰國庶民和弱勢群體的草根式語言

學習和語言使用 / 李育修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4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

895-5 (平裝) NT$450  

1.語言教學 2.泰國  800.9382  

圖解古埃及象形文字 / 露絲.蘇曼-安

特姆, 史蒂凡.羅西尼作 ; 張穎綺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 

108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01-44-6 (平裝) NT$520  

1.象形文字 2.古埃及  801.93  

華語文教學導論 / 余浩彰等合著 ; 賴

明德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22-3 (平裝) NT$400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802.03  

押韻革命之父陳老師顛覆傳統(國語

真正押韻辭典) / 陳有道作 .-- 高雄

市 : 德惠雜誌社, 108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21-90-1 (第 1

冊:平裝) NT$200  

1.漢語詞典  8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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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音發展史 : 歷史語言學的理

論與實踐 / 張光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 10811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05-3237-1 (平裝)  

1.漢語 2.語音學 3.歷史比較語言學  

802.409  

注音符號在臺灣發展史  / 陳文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棲息意識實

體化研發所, 10809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929-8-7 (平裝)  

1.注音符號 2.臺灣史  802.48  

閩南語拼音、朗讀好撇步 / 鄭安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90-4 (平裝) NT$350  

1.閩南語 2.拼音 3.演說  802.52324  

公文寫作指南 / 柯進雄編著 .-- 第十

版 .-- 臺北市 : 商鼎數位, 10810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

178-8 (平裝)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搶救銀行國文特訓 / 徐弘縉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0-3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千字文釋譯 / 鄭鐵城述解 .-- 初版 .-- 

彰化市 : 聖彰書局, 10809 .-- 96 面; 

21 公分 .-- (經典釋譯叢書 ; 21) .-- 

ISBN 978-986-97297-6-5 (平裝)  

1.千字文 2.注釋 3.漢語 4.讀本  

802.81  

各行各業說中文 : 教師手冊 / 何沐容

等編寫 ; 張莉萍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810 .-- 128 面; 28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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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5-7 (第 2 冊: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6  

各行各業說中文 : 課本 / 何沐容等編

寫 ; 張莉萍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304 面; 28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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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0 (第 2 冊: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6  

時代華語. 二, 教師手冊 / 輔仁大學

華語文中心編著 ; 林玲俐, 楊又樺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 10809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9-

1971-4 (平裝) NT$3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滿文選讀校

注 / 莊吉發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09 .-- 250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35) .-- ISBN 978-986-314-

487-8 (平裝) NT$360  

1.滿語 2.讀本  802.918  

五十音不靠背 : 學過一次記得一輩

子的假名課 / 神奇裘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

3236-4 (平裝) NT$390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日語單字便利通 : 楽楽玩遍日本實

境遊 / DT 企劃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811 .-- 3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10-768-8 (平裝附光碟

片) NT$390  

1.日語 2.旅遊 3.詞彙  803.12  

日華大辭典 / 林茂編修 .-- 初版 .-- 臺

北市 : 蘭臺, 10810 .-- 56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633-88-2 (精裝) 

NT$2400  

1.日語 2.詞典  803.132  

砍掉重練!日語助詞完全升級 / 林士

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0810 .-- 3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532-531-2 (平裝)  

1.日語 2.助詞  803.167  

超簡單日文小日記 : 每天一句輕鬆

活用基礎句型與單字 / 林潔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EZ Japan 樂學 ; 

20) .-- ISBN 978-986-248-843-0 (平裝) 

NT$320  

1.日語 2.句法  803.169  

日語閱讀 越聽越上手 : 日本經典童

話故事. 新美南吉篇 / 新美南吉作 ; 

謝若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69-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來學日本語. 初級 / 日本語教育教材

開發委員會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0810 .-- 200 面; 26 公分 .-

- (初級到高級一貫系列 ; 1) .-- ISBN 

978-986-98138-1-5 (第 1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日語篇 / 陳安

琪, 林倩伃, 馬跡領隊導遊訓練中心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8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0-2 (平裝) NT$480  

1.日語 2.導遊 3.領隊 4.讀本  803.18  

樂寫日語 / 林嘉惠, 緒方智幸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

出版 : 東海發行, 108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2447-2-6 (第 1

冊:平裝) NT$2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現場的日本語表現 : 同一場合因人

而異!最恰當的日語會話 / 大鶴綾香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66-3-1 (平裝) NT$359  

1.日語 2.會話  803.188  

一考就上!新日檢 N3 全科總整理 / 

林士鈞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瑞

蘭國際,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系列 ; 63) .-- ISBN 978-957-

9138-40-6 (平裝) NT$300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日檢 N3 全攻略 / 李致雨, 北嶋千鶴

子原著 ; Alice I. H. Chen, 廖茈箴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98-3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 N2 / 雅典

日研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

文化, 10811 .-- 344 面; 15 公分 .-- (全

民 學日 語  ; 52) .-- ISBN 978-986-

97795-5-5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日語 2.詞彙 3.語法 4.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3 必背

必出文法 / 吉松由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絕對合格 ; 13) .-- ISBN 978-

986-246-560-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60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精修關鍵字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必背文法 N4 / 吉松由美, 西村惠

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 31) .-- 

ISBN 978-986-246-561-5 (平裝附光碟

片) NT$325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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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合格 N3 聽解攻略 / 田中紀子, 

杉本愛子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

化, 10809 .-- 272 面; 21 公分 .-- (考用

系列 ; 72) .-- ISBN 978-957-9579-70-4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大家來學韓語四十音 / 金敏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2-8 (平裝) NT$320  

1.韓語 2.讀本  803.28  

韓國人為什麼偏要坐地板? : 看短文

搞懂 50 種韓國文化,打造韓語閱讀

力 / 魯水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EZ Korea ; 26) .-- ISBN 978-986-248-

846-1 (平裝) NT$330  

1.韓語 2.讀本  803.28  

安妞!用中文說的旅遊韓語! / 金龍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玩玩韓

語 ; 9) .-- ISBN 978-986-246-562-2 (平

裝附光碟片) NT$310  

1.韓語 2.旅遊 3.會話  803.288  

TOPIK II 新韓檢中高級 : 4 週完全征

服 / 玄柄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

蘭國際, 10810 .-- 300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69) .-- ISBN 978-957-

9138-39-0 (平裝) NT$480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官方認證!New TOPIK II 新韓檢中高

級攻略+試題+解析 / 金真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8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3-1 

(平裝) NT$399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新韓檢初級聽力全攻略  / 裴英姬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2 .-- 312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

習系列 ; 70) .-- ISBN 978-957-9138-

42-0 (平裝) NT$480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日用台語 800 句 / 李恆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就諦學堂, 10810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320-0-7 (平裝) NT$400  

1.臺語 2.讀本  803.38  

自學越南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 宋忠

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811 .-- 4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566-2-4 (平裝) NT$449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速學越南語 : 發音.句型.文法.單字.

閱讀.會話,只要 14 堂課,輕鬆聽說讀

寫越南語 / 段雅芳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漢宇國際文化,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28-449-0 

(平裝)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愛上越南語 / 丁氏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0 .-- 192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66) .-- ISBN 978-

957-9138-44-4 (平裝) NT$380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實用印尼語及文化 / 楊雅娜, 蕭慧瑛, 

蕭暉蒽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 10809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67-4 (平裝)  

1.印尼語 2.讀本  803.9118  

西拉雅語. 第一階 / 李淑芬著 .-- 臺

南市 : 南市府, 10809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5-07-5 (平裝)  

1.西拉雅語 2.讀本  803.99998  

法文文法手冊 / 楊啟嵐作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冠 唐 國 際 圖 書 , 

10810 .-- 2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089-96-1 (平裝)  

1.法語 2.語法  804.56  

實用法語入門 / 楊美玲, 林雅芬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811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784-

843-7 (平裝)  

1.法語 2.讀本  804.58  

大考翻譯實戰題本 / 王隆興編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

6720-7 (平裝)  

1.英語 2.翻譯 3.中等教育  805.1  

英文系最受歡迎的線上語料庫 : 用

20 個網站學習英文句型與詞彙搭配 

/ 廖柏森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眾文

圖書, 10810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33-6 ( 平 裝 ) 

NT$250  

1.英語 2.語料庫  805.1  

教出雙語力 :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媽

咪許雅寧的 30 堂讀寫課 / 許雅寧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

教育系列 ; 211) .-- ISBN 978-957-503-

505-1 (平裝) NT$360  

1.英語 2.學習方法 3.親職教育  

805.1  

不客氣!最狂生活情境圖解單字在這!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

藤有聲, 10810 .-- 192 面; 28 公分 .-- 

(常春藤生活必讀系列  ; BA04) .-- 

ISBN 978-986-5676-80-3 ( 平 裝 ) 

NT$35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孩子的 30 幅英文單字心智圖 / 郭欣

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樂多, 

1081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660-8-1 (平裝) NT$299  

1.英語 2.詞彙  805.12  

高效率單字記憶 : 字根字首字尾大

解密 /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0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904-97-2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連老外都在用的英文單字大全 / 張

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 

108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4-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詞彙  805.12  

國際兒童英檢單字書 / 吳詩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10810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04-0-6 (第 1 冊:平裝附光

碟片) NT$350  

1.英語 2.詞彙  805.12  

情境單字 Day by Day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810 .-- 384 面; 15 公分 .-- (常春藤

小桌曆英文超給力系列 ; BA12) .-- 

ISBN 978-986-5676-76-6 (線圈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65  

1.英語 2.詞彙  805.12  

超好學!用中文學英語單字 / 張瑪麗

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列 ; 59) .-- 

ISBN 978-986-97425-9-7 (平裝附光碟

片) NT$279  

1.英語 2.詞彙  805.12  

圖解英語單字 : 讓你一眼就秒懂 / 張

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含章, 10811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036-8-7 (平裝) 

NT$360  

1.英語 2.詞彙  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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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反應!不死背,立刻用 : 馬上活用

英文單字 / 張瑩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 10810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904-98-9 (平裝) 

NT$300  

1.英語 2.詞彙  805.12  

Learn Smart!狄克生片語這樣背 / Matt 

Coler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0810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849-0 (32K 精裝附光碟

片)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ACME 新編詳解英漢字典 / 張祥玫

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1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29-344-5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Champion 袖珍英漢字典 / 世一文化

字典編輯群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

南市 : 世一, 10812 .-- 1152 面; 13 公

分 .-- ISBN 978-986-429-343-8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彩色實用英漢字典 / 張祥玫編著 .-- 

修訂三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16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429-345-2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一看就會圖解英語發音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 再版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8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342-3 

(平裝附光碟片) NT$380  

1.英語 2.發音 3.音標  805.141  

Don't say it!600 個你一定會錯的英文 

/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0 .-- 

5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

850-6 (32K 精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文法全書活用練習 /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09 .-- 6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18-845-2 ( 平 裝 ) 

NT$680  

1.英語 2.語法  805.16  

看這本就夠!圖解表列英文文法 / 陳

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

崙公司, 108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341-6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旋元佑文法 / 旋元佑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眾文圖書, 10810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32-532-9 (平

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圖表.解構 英文文法. B / 陳豫弘總編

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809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336-2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談笑用兵 英文句型全攻略 / 林羨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7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53-9 (平裝) NT$88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Fun 學英文簡報 : 商務簡報技巧&範

例 / Ian Andrew Mckinnon 著 ; 羅竹君, 

鄭家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1-3 (25K 精裝附

光碟片)  

1.商業英文 2.讀本 3.簡報  805.18  

小熊媽讓孩子學會自己讀的英語閱

讀 101+ / 張美蘭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55) .-- ISBN 

978-957-503-504-4 (平裝) NT$380  

1.英語 2.讀本  805.18  

日常樂活 Day by Day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810 .-- 384 面; 15 公分 .-- (常春藤

小桌曆英文超給力系列 ; BA11) .-- 

ISBN 978-986-5676-75-9 (線圈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65  

1.英語 2.讀本  805.18  

心靈療癒 Day by Day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810 .-- 384 面; 15 公分 .-- (常春藤

小桌曆英文超給力系列 ; BA15) .-- 

ISBN 978-986-5676-79-7 (線圈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65  

1.英語 2.讀本  805.18  

司法英文 / 劉似蓉編著 .-- 第十三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10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0-4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全方位英文閱讀 / 劉遠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07-9 

(平裝) NT$590  

1.英語 2.讀本  805.18  

征服職場 Day by Day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810 .-- 384 面; 15 公分 .-- (常春藤

小桌曆英文超給力系列 ; BA14) .-- 

ISBN 978-986-5676-78-0 (線圈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65  

1.商業英文 2.讀本  805.18  

法學英文 / 邱彥琳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09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657-7 ( 平 裝 ) 

NT$450  

1.法學英語 2.讀本  805.18  

美容職場英文 / 卓志誠, 陳曉靚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 

10809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618-3 (平裝) NT$320  

1.英語 2.職場 3.美容 4.讀本  805.18  

英語研究室. 2 : 一場由希臘羅馬到

現代的趣味英語發展、應用及文化

探索之旅 / 小泉牧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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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4-

6 (平裝) NT$36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語領隊導遊考試總整理 / 陳若慈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0 .-- 272 面; 26 公分 .-- (專業證

照系列 ; 14) .-- ISBN 978-957-9138-

45-1 (平裝)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娛樂人生 Day by Day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810 .-- 384 面; 15 公分 .-- (常春藤

小桌曆英文超給力系列 ; BA13) .-- 

ISBN 978-986-5676-77-3 (線圈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65  

1.英語 2.讀本  805.18  

商用英文勝經 : 提升商業金融閱讀

力 / Tim Ferry 著 ; 鄭家文, 丁宥暄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2-0 (25K 精裝附光碟

片)  

1.商業英文 2.讀本  805.18  

捷徑公職英文 :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

奪高分 / 德芬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58-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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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語 2.讀本  805.18  

跟任何人都能用英文聊天 : 1 天 1 堂

英 文 課 ,30 天 融 入 老 外 生 活 圈  / 

Raymond Tsa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 虛擬點讀筆版 .-- ISBN 978-986-407-

129-6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讀本  805.18  

歌 劇 故 事  /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改寫 ; 羅竹君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Grade 4 經典文學讀本) .-

- ISBN 978-986-318-848-3 (25K 平裝

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龍龍與忠狗  / Ouida 原著 ; David 

Desmond O'Flaherty 改寫 ; 劉心怡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0 .-- 128 面; 21 公分 .-- (Grade 2

經典文學讀本) .-- ISBN 978-986-318-

847-6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轉學考英文應考方略  / 陳仲平編

著 .-- 四版 .-- 新竹市 : 偉文, 10809 .-- 

6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6512-94-0 (平裝) NT$7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關務英文 / 王英, 吳慶隆編著 .-- 第

十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7-3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Say hello / 林麗容著 .-- 臺北市 : 上承

文化, 108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566-3-7 ( 平 裝 ) 

NT$88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一天 24 小時生活英語 / 施孝昌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09 .-- 256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24) .-- 

ISBN 978-957-9579-71-1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一舉攻下生活英語的 999 句 : 翻開

就能用,讓你一開口讓外國人都驚艷! 

/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811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036-7-0 (平裝) 

NT$35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英文講麼个? / 廖美玲等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809 .-- 

256 面; 21 公分 .-- (客英語學習) .-- 

中英客語對照 .-- ISBN 978-986-5434-

00-7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商務英語表達 : 管理、財務與會計 / 

Yoo Jinyoung 著 ; 秦怡如, 陳馨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語樂多 , 

1081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660-9-8 (平裝) NT$450  

1.商業英文 2.會話  805.188  

瞬間反應!不用想,立刻講 : 馬上開口

說英文 / 張瑩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 10810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904-96-5 (平裝) 

NT$30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一次就考到雅思單字 7+ / 韋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0810 .-- 

320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21) .-- ISBN 978-986-98079-1-3 (平裝

附光碟片) NT$460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詞彙  

805.189  

全民英檢初級口說能力 / 何衣菲利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考用系列 ; 76) .-- 

ISBN 978-957-9579-75-9 (平裝附光碟

片) NT$32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訓練 / 塔拉麥克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考用系列 ; 75) .-- 

ISBN 978-957-9579-74-2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英語 2.作文  805.1892  

超高命中率全民英檢 GEPT 中級單

字+文法+片語 / Victoria Li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2-4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14 週單字高分特訓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開企, 108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265-8-0 ( 平 裝 ) 

NT$499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金色證書 : 全新 TOEIC 900 分必考

單字文法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09 .-- 

320 面; 17 公分 .-- (考用系列 ; 71) .-- 

ISBN 978-957-9579-68-1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多益測驗 2.詞彙 3.語法  805.1895  

金色證書 : 全新 TOEIC 900 分必考

單字片語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09 .-- 

304 面; 17 公分 .-- (考用系列 ; 70) .-- 

ISBN 978-957-9579-69-8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突破 900 分 : 全新多益 必考核心文

法 / 張小怡, 珍妮芙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10 .-- 320 面; 23 公

分 .-- (考用系列 ; 74) .-- ISBN 978-

957-9579-73-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79  

1.多益測驗 2.語法  805.1895  

突破 900 分 : 全新多益 必考核心單

字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著 .-- 新北

市 : 布可屋文化,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 (考用系列 ; 73) .-- ISBN 978-

957-9579-72-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79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前進 TOEIC 多益單字滿分筆記  / 

Stephen Black, 維琪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前進出版, 10811 .-- 3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7365-7-2 (平

裝) NT$379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挑戰新制多益聽力滿分(解析版) : 模

擬試題 1000 題 / Kim su hyeon 作 ; 林

育珊,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0 .-- 58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18-846-9 (16K 平裝

附光碟片)  

1.多益測驗  805.1895  

高效拆解!新制多益 TOEIC 990 滿分

攻略 / 濱崎潤之輔著 ; 葉紋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09 .-- 

320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63) .-- 

ISBN 978-957-9138-37-6 ( 平 裝 ) 

NT$500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 New Toeic 聽力滿分 : 1200

題擬真題庫+解題技巧全分析 / 李住

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宇國際文

化, 1081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8-450-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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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益測驗  805.1895  

我的第一堂德語課 / 徐麗姍著 .-- 修

訂 初 版  .-- 臺 北 市  : 瑞 蘭 國 際 , 

10810 .-- 224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

習系列 ; 65) .-- ISBN 978-957-9138-

41-3 (平裝) NT$350  

1.德語 2.讀本  805.28  

文學 

文學論 : 文學研究方法論 / 韋勒克

(René Wellek), 華倫(Austin Warren)著 ; 

王夢鷗, 許國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592 面; 21 公分 .-- (經

典名著文庫 ; 104) .-- ISBN 978-957-

763-711-6 (平裝) NT$620  

1.文學哲學  2.方法論  810.1  

說出自信與魅力 : 徹底克服演說恐

懼的 50 個技巧  / 麥特 .亞伯拉罕

(Matthew Abrahams)著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莫若以明書房 ; 17) .-- 

ISBN 978-986-477-734-1 ( 平 裝 ) 

NT$350  

1.演說術  811.9  

春山文藝創刊號 : 歷史在呼嘯 / 春山

出版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山出版,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 春 山 文 藝  ; 3) .-- ISBN 978-986-

98042-4-0 (平裝) NT$300  

1.現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12  

喜劇大師的 13 堂幽默課 : 好萊塢首

席脫口秀編劇的教戰手冊 / 葛瑞格.

迪恩(Greg Dean)著 ; 程璐, 馮立文, 梁

海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37-2 ( 平 裝 ) 

NT$380  

1.劇本 2.喜劇 3.寫作法  812.3  

編劇與剪輯的兩次創作 : 新世代編

劇與剪輯的必讀本 / 張英珉, 高鳴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703-1 (平裝) NT$430  

1.戲劇劇本 2.寫作法 3.多媒體 4.數

位影像處理  812.31  

顧曉軍談小說 / 顧曉軍著 .-- 修訂一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

896-2 (平裝) NT$480  

1.現代小說 2.寫作法 3.文學評論  

812.7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

閱讀素養. 歐洲篇 / 陳嘉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87-4 

(平裝) NT$400  

1.世界文學 2.推薦書目  813  

死亡賦格 : 西洋經典悼亡詩選 / 張綺

容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63-

8 (精裝) NT$360  

 813.1  

中國文學 

古今一相接 : 中國文學的記憶與競

技 / 楊玉成, 劉苑如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809 .-- 512

面; 21 公分 .-- (文學與宗教研究叢

刊 ; 9) .-- ISBN 978-986-5432-01-0 (平

裝) NT$420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7  

中國大陸先鋒詩歌簡史(1968-2003) / 

張桃洲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

典, 10809 .-- 182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230)(新視野 ; 65) .-- 

BOD 版 .-- ISBN 978-986-97053-9-4 

(平裝) NT$240  

1.中國詩 2.當代詩歌 3.中國文學史  

820.9108  

藏在宋詞裡的趣事 / 王月亮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大地叢書 ; 43) .-- ISBN 

978-986-402-322-6 (平裝) NT$280  

1.宋詞 2.詞論  820.9305  

現代散文概論 / 張堂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685-0 (平裝) 

NT$400  

1.散文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508  

漢詩寫作 / 張儷美著 .-- 彰化縣花壇

鄉 : 中華詩壇, 10809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843-1-3 (平裝) 

NT$250  

1.中國詩 2.寫作法  821.1  

中國文學總集 

古文範 / 吳闓生纂 .-- 台三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811 .-- 424 面; 21 公

分 .-- (中華國學叢書) .-- ISBN 978-

957-8595-85-9 (平裝) NT$450  

1.古文範 2.研究考訂  830  

唐宋八大家文選 / 顏興林編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8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221-3-8 (平裝)  

 830.4  

爺爺的筆記本. 第二十集, 吟詩觀星

透視拜占庭 / 李華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李元綺工作室, 10810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365-3-

9 (平裝)  

 831.99  

全彩圖解宋詞 / 任思源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9075-28-2 (平裝)  

 833.5  

全彩圖解元曲 / 任思源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9075-29-9 (平裝)  

 834.57  

中國文學別集 

小小叮嚀 : 散文與詩的結合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燈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盧勝彥

文集 ; 274) .-- ISBN 978-957-30526-9-

2 (平裝) NT$260  

 848.6  

屈萬里全集 / 屈萬里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812 .-- 冊 .-- ISBN 978-

957-08-5399-5 (全套:精裝) NT$50000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美玉生煙 : 葉嘉瑩細講李商隱 / 葉嘉

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268 面; 23 公分 .-- (葉嘉瑩

作品集 ; 23) .-- ISBN 978-986-5406-

19-6 (平裝) NT$350  



66 

 

1.(唐)李商隱 2.中國詩 3.詩評  

851.4418  

魔鬼的盛宴 / 曹山柯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文化發行, 

10809 .-- 5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377-7-7 (平裝) NT$920  

 851.486  

可章詩選 / 阮可章著 .-- 新北市 : 善

同文教基金會, 10810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182-4-8 (精

裝) NT$180  

 851.487  

橫筆獨詩天下 / 陳進勇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獵海人, 10810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3-4-

7 (平裝) NT$450  

 851.487  

邂逅詩歌 / 李安娜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3-5-4 ( 平 裝 ) 

NT$250  

 851.487  

劇本/聲效的實務與技巧  / 徐進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88-1 (平裝) NT$400  

1.廣播劇本 2.音效  854.7  

失愛算什麼! : 沒有人陪你顛沛流離,

你就做自己的太陽 / 王珣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貓流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09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734-5-7 (平裝) 

NT$380  

 855  

白鴿木蘭 / 李黎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

986-387-318-1 (平裝)  

 855  

白爛貓ㄎㄧㄤ起來耍廢聖經 / 麻糬

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

741-9 (平裝) NT$330  

 855  

我喜歡你,像風走了八千里 / 莫那大

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

叢 ; 262) .-- ISBN 978-986-133-701-2 

(平裝) NT$300  

 855  

妳曾與多少渣男互道晚安 / 風煢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48-8 (平裝)  

 855  

師者 / 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10810 .-- 3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861-0-2 (平裝)  

 855  

華文散文百年選, 中國大陸卷. 1 / 陳

大為, 鍾怡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華

文文學百年選 ; 13) .-- ISBN 978-986-

450-259-2 (平裝) NT$400  

 855  

華文散文百年選, 中國大陸卷. 2 / 陳

大為, 鍾怡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華

文文學百年選 ; 14) .-- ISBN 978-986-

450-260-8 (平裝) NT$400  

 855  

愛呆西非連加恩 / 連加恩著 .-- 增訂

一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勵志書系 ; 141) .-- 

ISBN 978-986-133-702-9 ( 平 裝 ) 

NT$280  

 855  

滄海一聲笑 / 淳于彥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184 面; 21

公分 .-- (舌粲蓮花集 ; 8) .-- ISBN 

978-986-358-901-3 (平裝) NT$200  

 856.8  

讓故事駭起來 / 淳于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舌粲蓮花集 ; 9) .-- ISBN 

978-986-358-902-0 (平裝) NT$250  

 856.8  

世說新語 / (南北朝)劉義慶編撰 ; 顏

興林注釋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

格文創, 108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1-2-1 (平裝)  

1.世說新語 2.注釋  857.1351  

圖解山海經 : 遠古限定.神怪地理學 / 

楊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西北國

際文化, 10811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625-6-4 (平裝)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857.21  

魏晉南北朝志怪選 / 尤雅姿注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52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20-6 (平裝) NT$750  

 857.23  

教你讀唐代傳奇 : 紀聞 / 劉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811 .-- 

26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283)(新視野 ; 64) .--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1-7 ( 平 裝 ) 

NT$340  

 857.241  

顛覆你所知道的<<三國演義>> / 老

夫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09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5-926-1 (平裝) NT$400  

1.三國演義 2.研究考訂  857.4523  

<<金瓶梅>>原貌探索 / 魏子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4-5 (平裝) NT$380  

1.金瓶梅 2.研究考訂  857.48  

小說<<金瓶梅>> / 魏子雲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4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5-2 (平裝) NT$480  

1.金瓶梅 2.研究考訂  857.48  

老夫子詮解<<紅樓夢>> / 老夫子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0809 .-- 29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735-924-7 ( 平 裝 ) 

NT$450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紀曉嵐與紅樓夢 / 鄔員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1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36-6 (平

裝) NT$380  

1.(清)紀昀 2.紅學 3.研究考訂  

857.49  

沈從文與魯迅 / 王晴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8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872-8 (平

裝) NT$280  

 857.61  

武魂莫測 / 賊公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809 .-- 冊 .-- ISBN 

978-957-819-938-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19-939-2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19-940-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19-941-5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19-942-2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005-9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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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517-006-6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007-3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7-008-0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009-7 

(第 10 冊:平裝) NT$180  

 857.63  

陽台上 / 任曉雯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 10810 .-- 3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2-7 ( 平 裝 ) 

NT$320  

 857.63  

雲空行. 肆 / 張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811 .-- 41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張草作品集 ; 7) .-- ISBN 

978-957-33-3487-3 (平裝) NT$320  

 857.63  

七侯筆錄之筆靈 / 馬伯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冊 .-- 

(境外之城 ; 102-103) .-- ISBN 978-

986-97944-4-2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97944-5-9 (下冊:平裝) 

NT$450  

 857.7  

大宅野丫頭 / 初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5701-E75702) .-- ISBN 978-

957-788-620-0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21-7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三線輪迴 / 尾魚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0811 .-- 冊 .-- (詭讀 ; 

G041-G044) .-- ISBN 978-957-787-236-

4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787-237-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38-8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787-239-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40-1 

(全套:平裝) NT$1040  

 857.7  

夫人拈花惹草 / 桐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 10810 .-- 冊 .-- (文創

風) .-- ISBN 978-986-509-051-7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509-052-4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53-1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54-8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509-055-5 (第 5 冊:平裝) NT$250  

 857.7  

天下 / 夢溪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 10811 .-- 冊 .-- (Ps ; 

P135-P137) .-- ISBN 978-986-494-157-

5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

986-494-158-2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159-9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160-5 

(全套:平裝) NT$990  

 857.7  

分手過渡期 / 蒼梧賓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057-3 ( 平 裝 ) 

NT$380  

 857.7  

巴甫洛夫的狗 / 極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工作室,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114-2-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8114-3-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114-4-6 

(全套:平裝)  

 857.7  

王爺寵妃成妻奴 / 葉東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冊 .-- (藍海系列 ; E74501-E74502) .-- 

ISBN 978-957-788-597-5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598-2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生存進度條 / 不會下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10-13) .-- ISBN 

978-986-97913-7-3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80  

 857.7  

玄門醫聖 / 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24-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022-8 

(第 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023-5 (第 2 冊:平裝) NT$190  

 857.7  

代嫁嬌娘 / 孜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5201-E75202) .-- ISBN 978-

957-788-612-5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13-2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地下城成長日誌 / 黑糖煮酸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811 .-- 

冊 .-- (瘋讀 ; CM001-CM005) .-- ISBN 

978-957-787-230-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31-9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787-232-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33-3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787-234-0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35-7 

(全套:平裝) NT$1300  

 857.7  

吉星照田園 / 安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6001-E76004) .-- ISBN 978-

957-788-628-6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29-3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30-9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

788-631-6 (卷 4:平裝) NT$260  

 857.7  

回檔 1988 / 愛看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晴空,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64 面; 

21 公分 .-- (綺思館 ; 40-42) .-- ISBN 

978-957-9063-45-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00  

 857.7  

全職高手 / 蝴蝶藍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0810 .-- 冊 .-- (瘋讀 ; 

CBN038-CBN042) .-- ISBN 978-957-

787-219-7 (第 18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0-3 (第 19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1-

0 (第 20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2-7 (第 21 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23-4 

(第 22 冊:平裝) NT$260  

 857.7  

全職高手 / 蝴蝶藍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知翎文化, 10810 .-- 冊 .-- (瘋讀 ; 

CBN043-CBN047) .-- ISBN 978-957-

787-224-1 (第 2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5-8 (第 24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6-

5 (第 2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7-227-2 (第 26 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28-9 

(第 27 冊:平裝) NT$260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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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手青 / Funny2333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工作室, 10811 .-- 3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14-1-5 

(平裝)  

 857.7  

我等你到風景看透 / 香小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811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豎) .-- ISBN 

978-986-505-058-0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059-7 

(中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

505-060-3 (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061-0 (全套:平裝)  

 857.7  

我準是在地獄 / YY 的劣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

746-4 (第 2 冊:平裝)  

 857.7  

我愛種田 /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811 .-- 

冊 .-- (Ps ; P210-P213) .-- ISBN 978-

986-494-152-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153-7 

(第 2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

986-494-154-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155-1 

(第 4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

986-494-156-8 (全套:平裝) NT$1320  

 857.7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 庫奇奇

著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 

10809 .-- 440 面; 21 公分 .-- (異聞志

紀系列) .-- ISBN 978-957-8749-70-2 

(第 6 冊:平裝) NT$360  

 857.7  

星卡大師 / 蝶之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愛呦文創, 10811 .-- 352 面; 21 公

分 .-- (i 小說 ; 14-) .-- ISBN 978-986-

97913-6-6 (第 3 冊:平裝) NT$380  

 857.7  

後宅好運女 / 雲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5601-E75603) .-- ISBN 978-

957-788-624-8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25-5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26-2 

(卷 3:平裝) NT$250  

 857.7  

相府出甜妻 / 秋濃林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系列 ; E75301-E75303) .-- ISBN 

978-957-788-614-9 ( 卷 1: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615-6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788-616-3 (卷 3:平裝) NT$250  

 857.7  

鬼知道我經歷什麼 / 莫晨歡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811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051-1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052-8 

(中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

505-056-6 (下冊:平裝) NT$380  

 857.7  

棄女翻身記 / 慕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810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045-6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46-3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509-047-0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庶命安福窩 / 瓜子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74901) .-- ISBN 

978-957-788-605-7 (平裝) NT$260  

 857.7  

將門鳳華 / 飯糰桃子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10810 .-- 冊 .-- 

(小說 House ; 389-396) .-- ISBN 978-

986-467-193-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194-6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467-195-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196-0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467-197-7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198-4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467-199-1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00-4 

(第 8 冊:平裝) NT$250  

 857.7  

國師的追妻日常 / 飯糰桃子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10809 .-- 

冊 .-- (小說 House ; 384-388) .-- ISBN 

978-986-467-188-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189-2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467-190-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191-5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467-192-2 (第 5 冊:平裝) NT$250  

 857.7  

殺破狼 / Priest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811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

書系. 豎) .-- ISBN 978-986-505-062-7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

505-063-4 ( 中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064-1 (下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065-8 

(全套:平裝)  

 857.7  

犀利小廚娘 / 遲小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 10811 .-- 冊 .-- (文創

風) .-- ISBN 978-986-509-048-7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509-049-4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50-0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畫娘人財兩失 / 小湯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冊 .-- 

(藍海系列 ; E74401-E74402) .-- ISBN 

978-957-788-595-1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596-8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最閃耀的星星 / 邊想作 .-- 新竹市 : 

田文文創, 10811 .-- 2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328-3-3 (平裝)  

 857.7  

最甜蜜的西瓜 / 邊想作 .-- 新竹市 : 

田文文創,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328-4-0 (平裝)  

 857.7  

愛你怎麼說 / 風流書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晴空,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384

面; 21 公分 .-- (綺思館 ; 43-45) .-- 

ISBN 978-957-9063-46-3 (第 3 冊:平裝) 

NT$360  

 857.7  

愛過你 / 張小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95 種)(張小嫻愛情

王國 ; 15) .-- ISBN 978-957-33-3482-8 

(平裝)  

 857.7  

閨秀懶出閣 / 白玉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

海系 列  ; E75001-E75003) .-- ISBN 

978-957-788-608-8 ( 卷 1: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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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788-610-1 (卷 3:平裝) NT$250  

 857.7  

嬌妻嫁到福滿門 / 曼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系列 ; E75401-E75403) .-- ISBN 

978-957-788-617-0 ( 卷 1: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618-7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788-619-4 (卷 3:平裝) NT$250  

 857.7  

嬌娘愛財天下知 / 玲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冊 .-- 

(藍海系列 ; E74601-E74605) .-- ISBN 

978-957-788-599-9 ( 卷 1: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600-2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

788-601-9 ( 卷 3: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602-6 (卷 4: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03-3 

(卷 5:平裝) NT$260  

 857.7  

錦上嬌 / 青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可 橙 文 化 工 坊 出 版  : 晶 冠 發 行 , 

10812 .-- 冊 .-- (花漾系列 ; 170-174) .-

- ISBN 978-957-662-778-1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662-779-8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

662-780-4 ( 卷 3: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662-781-1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662-782-8 

(卷 5: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

662-783-5 (全套:平裝) NT$1400  

 857.7  

錯嫁福妻 / 雨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冊 .-- (藍海

系列 ; E74801-E74802) .-- ISBN 978-

957-788-606-4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07-1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龍緣 / 大風颳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0810 .-- 冊 .-- (大風

颳過作品) .-- ISBN 978-986-319-448-4 

(卷 1: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319-449-1 (卷 2:平裝) NT$310  

 857.7  

繁花 / 金宇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810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4-1 ( 精 裝 ) 

NT$580  

 857.7  

權力巔峰 / 夢入洪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冊 .-- ISBN 

978-986-352-771-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772-5 

(第 4 冊:平裝) NT$270  

 857.7  

末日前,我把惡魔少女誘拐回家了! / 

黑貓 C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

基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09 .-- 432 面; 21 公

分 .-- (境外之城 ; 97-98) .-- ISBN 978-

986-97944-3-5 (第 4 冊:平裝) NT$330  

 857.81  

迷局 : 謀殺時間 / 王梓屹著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53-6 ( 平 裝 ) 

NT$320  

 857.81  

兒童文學 

頂六報一報. 第 27 期 / 趙玲瑛總編

輯 .-- 嘉義縣中埔鄉 : 嘉縣頂六國小, 

108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4-03-9 (平裝)  

1.兒童文學 2.兒童讀物 3.期刊  

859.05  

緣 :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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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360 面; 21 公分 .-- (青春

文學 ; NPA06) .-- ISBN 978-986-499-

078-8 (平裝) NT$500  

 859.3  

大力士外婆 / 廖小琴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91-367-1 (平裝) NT$280  

 859.6  

女孩城裡來了大盜賊 / 彭懿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369-5 (平裝) NT$280  

 859.6  

大嘴巴河馬 / 冰波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361-9 (平

裝) NT$280  

 859.6  

木木街的大尾巴貓 / 王勇英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

362-6 (平裝) NT$280  

 859.6  

我的爸爸是海盜船長. 1, 偷沙灘的賊 

/ 馬傳思原著 ; 戴伊亨文字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370-1 (平裝) NT$280  

 859.6  

我的爸爸是海盜船長. 2, 神祕的地圖 

/ 馬傳思原著 ; 戴伊亨文字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371-8 (平裝) NT$280  

 859.6  

我的爸爸是海盜船長. 3, 不吃小孩的

狼 / 馬傳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

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372-5 

(平裝) NT$280  

 859.6  

抽屜裡的小紙人 / 王一梅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368-8 (平裝) NT$280  

 859.6  

幸運的小女巫 / 顧鷹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91-366-4 (平裝) NT$280  

 859.6  

狼先生的煎鍋 / 曾維惠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

363-3 (平裝) NT$280  

 859.6  

烏翎狐傳奇 / 劉慧軍作 ; 李翊嘉繪 .-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0812 .-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490-488-4 (平裝) NT$290  

 859.6  

琪琪貓的奇妙歷險 / 陶綺彤著 ; 蔡蕙

憶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 , 

10810 .-- 80 面; 21 公分 .-- (Q 讀本 ; 

5) .-- ISBN 978-986-5707-95-8 (平裝) 

NT$200  

 859.6  

愛心馬戲團 / 安武林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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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91-365-7 (平裝) NT$280  

 859.6  

變來變去的毛衣 / 兩色風景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門書局, 10810 .-- 

1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

364-0 (平裝) NT$280  

 859.6  

東方文學 

(新譯)岡本加乃子 : 女性的凝視 : 收

錄<家靈>、<寫給一平>等,那些關於

愛的二三事 / 岡本加乃子著 ; 侯詠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通通文化出

版 : 暖暖書屋文化發行, 10810 .-- 256

面; 19 公分 .-- (掌上小劇場 ; 18) .-- 

ISBN 978-986-97822-1-0 ( 平 裝 ) 

NT$300  

 861.479  

村上春樹語辭典 / ナカムラクニオ, 

道前宏子作 ; 郭子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077-73-3 

(平裝) NT$380  

1.村上春樹 2.文學評論  861.479  

5 分鐘後的意外結局 : 紅色惡夢 / 

Gakken Plus 編著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65-6 (平裝)  

 861.57  

Hello, hello and hello : piece of mind / 

葉月文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39-8 (平裝)  

 861.57  

OUT : 社會派黑暗天后的日本平成

代表作 黑暗寫實風格的原初起點 / 

桐野夏生著 ; 林敏生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1 .-- 512 面; 21 公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61) .-- ISBN 978-986-

344-699-6 (平裝)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Ex3, 劍

鬼戀譚 / 長月達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06-

8 (平裝)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 

長月達平作 ; 許國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811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07-5 (第 4

冊:平裝)  

 861.57  

七個孩子 / 加納朋子作 ; HANA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48-

1 (平裝)  

 861.57  

七魔劍支配天下 / 宇野朴人作 ; ミユ

キルリア插畫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40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42-8 (第

1 冊:平裝)  

 861.57  

小小夜曲 / 伊坂幸太郎作 ; 王蘊潔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

庫 ; 38) .-- ISBN 978-957-741-235-5 

(平裝) NT$350  

 861.57  

下町火箭 : 高第計畫 / 池井戶潤著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大賞 ; 

115)(皇冠叢書 ; 第 4803 種)(大賞 ; 

115) .-- ISBN 978-957-33-3489-7 (平裝)  

 861.57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 岬鷺宮作 ;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811 .-- 312 面 ;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44-2 (第 1 冊:平裝)  

 861.57  

女神大人降臨!你以為這樣就會變成

非日常嗎?. 1, 因為神的啟示,害得我

必須與美少女一同挑戰學園任務了 / 

白河勇人作 ;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08-2 (平裝)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

稱圖書委員. I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00 種)(mild ; 21) .-- ISBN 978-957-

33-3484-2 (平裝) NT$320  

 861.57  

三訪!愛開不開的深夜咖啡店 / 古內

一繪作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98 種)(大賞 ; 114) .-

- ISBN 978-957-33-3486-6 ( 平 裝 ) 

NT$280  

 861.57  

女生徒 / 太宰治著 ; 李桂芳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日本經典文學) .-- ISBN 

978-957-710-770-1 (平裝) NT$300  

 861.57  

午後的曳航 / 三島由紀夫作 ; 徐雪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86 面; 

18 公分  .-- (三島由紀夫文集 ) .-- 

ISBN 978-986-359-720-9 ( 平 裝 ) 

NT$280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 

枯野瑛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50-3 (第 7

冊:平裝)  

 861.57  

打倒女神勇者的下流手段. 3, 「我可

不是壞蛋邪神喔。」 / 笹木さくま

作 ; 遠坂あさぎ插畫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9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55-8 (平

裝)  

 861.57  

地獄幽暗亦無花. 2, 活人偶之島 / 路

生よる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72 面; 21 公

分 .-- (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

743-392-3 (平裝)  

 861.57  

刑警家的孩子 / 宮部美幸著 ; 韓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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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宮

部美幸作品集 ; 65) .-- ISBN 978-957-

9447-51-5 (平裝) NT$360  

 861.57  

別太愛我,孤狼不想開後宮。 / 凪木

エコ作 ; あゆま紗由插畫 ; 彼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 35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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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341-1 (第 1 冊:平裝)  

 861.57  

我們是泡沫入行組 / 池井戶潤作 ; 黃

涓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1-1 (平裝)  

 861.57  

我們是花樣泡沫組 / 池井戶潤作 ; 黃

涓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2-8 (平裝)  

 861.57  

房仲菜鳥的凶宅事件簿 / 竹村優希

作 ; 季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角

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743-393-

0 (第 3 冊:平裝)  

 861.57  

英雄轉世為英雄之女目標再度成為

英雄 / 鏑木遼作 ; 許昆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0-4 

(第 3 冊:平裝)  

 861.57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安可短篇

集 / 橘公司作 ; つなこ插畫 ; Q 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4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46-6 (第 8 冊:平裝)  

 861.57  

玻璃的殺意 / 秋吉理香子作 ; 洪于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73-9 (平裝) NT$320  

 861.57  

挑戰?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32 面; 21 公分 .-- (文學放映所 ; 

126) .-- ISBN 978-957-743-394-7 (平裝)  

 861.57  

食鏽末世錄. 2, 血迫!超仙力克爾辛

哈 / 瘤久保慎司作 ; 馮鈺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

340-4 (平裝)  

 861.57  

高崎塗鴉 / 古宮九時作 ; 李逸凡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 274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743-395-4 (平裝)  

 861.57  

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不能做色色事

情的理由. Answer:1, 全都是 MP 外掛

害的 / 大城功太作 ; 張凱鈞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09-

9 (平裝)  

 861.57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7, 魔眼

之王與墮天聖女 / なめこ印作 ; 一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51-0 (平裝)  

 861.57  

報告!哥哥和我要結婚了!. 3, 好啦,先

煮味噌湯給我吃。 / 塀流通留作 ;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36-7 (平裝)  

 861.57  

無法計算的青春 / 佐野徹夜作 ; 王靜

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

文學) .-- ISBN 978-957-743-396-1 (平

裝)  

 861.57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

為鄉下的衛兵 / 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 

王啟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32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0-5 (第 1 冊:平裝)  

 861.57  

無職轉生 :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

事 /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 陳柏伸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

743-348-0 (第 16 冊:平裝)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18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810 .-- 360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35-3 (精裝)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21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36-0 (精裝)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22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811 .-- 360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37-7 (精裝)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4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809 .-- 320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33-9 (精裝)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5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811 .-- 312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34-6 (精裝) NT$250  

 861.57  

零的焦點 / 松本清張著 ; 張筱森, 黃

盈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

理大師經典 ; 3) .-- ISBN 978-957-

9447-49-2 (平裝) NT$360  

 861.57  

葉櫻與魔笛 / 太宰治作 ; 銀色快手

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 10812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645-93-7 (平裝) NT$350  

 861.57  

蜜華之檻 : 墮落的麗人 / 丸木文華

作 ;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811 .-- 242 面; 19 公分 .-- 

(Ruby series) .-- ISBN 978-957-743-

345-9 (平裝)  

 861.57  

緋彈的亞莉亞 / 赤松中學作 ; 陳梵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

8749-8 (第 31 冊:平裝)  

 861.57  

靠心理學的異世界後宮建國記 / ゆ

うきゆう作 ; Blue_Gk 插畫 ; 黃瀞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43-5 (第 1 冊:平裝)  

 861.57  

廢柴勇者下剋上 / 藤川恵蔵作 ; 張乃

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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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38-1 (第 2 冊:平裝)  

 861.57  

躺著也中槍的異世界召喚記 / 結城

ヒロ作 ;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35-0 (第 2

冊:平裝)  

 861.57  

齒輪驅動。 / かばやきだれ作 ;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11-2 (第 1 冊:平裝)  

 861.57  

龍族嬌妻愛撒嬌 / 初美陽一作 ; 楊雅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53-4 (第 3 冊:平裝)  

 861.57  

機動魔裝騎. 1, 英雄轉生 / 妹尾尻尾

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811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46-4 (平裝)  

 861.57  

點與線 / 松本清張著 ; 邱振瑞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811 .-- 

248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大師經

典 ; 1) .-- ISBN 978-957-9447-50-8 (平

裝) NT$280  

 861.57  

謎樣的毒親 / 姬野薰子作 ; 李漢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6-1 

(平裝) NT$340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810 .-- 400 面; 19 公分 .-- 全國

版 .-- ISBN 978-986-512-100-6 (第 7

冊:平裝)  

 861.57  

轉生為豬公爵的我,這次要向妳告白 

/ 合田拍子作 ; K.K.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37-4 (第 2

冊:平裝)  

 861.57  

轉生就是劍 / 棚架ユウ作 ; 可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 38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

743-354-1 (第 3 冊:平裝)  

 861.57  

離別郵務課的送信人 / 半田畔著 ; 王

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799 種)(mild ; 20) .-- ISBN 

978-957-33-3483-5 (平裝)  

 861.57  

鏡 之 國 的 愛 莉 絲  : SCP 

FOUNDATION / 日日日作 ; 王啟華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811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2-9 (第 1 冊:平裝)  

 861.5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李漢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6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47-3 (第 14

冊:平裝)  

 861.57  

繪卷水滸傳. 第一部. 第三卷, 北斗之

黨 / 正子公也, 森下翠著 ; 林錚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810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1-5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861.57  

魔術學園領域的拳王. 2, 傲慢姬招來 

/ 下等妙人作 ; 瑠奈璃亞插畫 ; 林孟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32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352-7 (平裝)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 衣

笠彰梧作 ; Arieru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6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49-7 (第 9

冊:平裝)  

 861.57  

不信你去問獅子 / 竹下文子文 ; 高畠

純圖 ; 蘇懿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86-7 ( 平 裝 ) 

NT$230  

 861.59  

只有我知道 / 森山京著 ; 土田義晴

繪 ; 陳珊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89-8 ( 平 裝 ) 

NT$230  

 861.59  

吊橋搖呀搖 / 森山京著 ; 土田義晴

繪 ; 陳珊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90-4 ( 平 裝 ) 

NT$230  

 861.59  

怪傑佐羅力之大圖鑑角色大全集 / 

原裕原作.監修 ; 詹慕如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

496-2 (精裝) NT$350  

1.兒童小說 2.角色 3.讀物研究  

861.59  

長頸鹿的信 / 岩佐惠文 ; 高畠純圖 ; 

小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1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84-3 (平裝) NT$230  

 861.59  

班上來了一隻貓 / 重松清文 ; 杉田比

呂美圖 ; 周姚萍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827-8 

(平裝) NT$300  

 861.59  

終於見到她了 / 森山京著 ; 土田義晴

繪 ; 陳珊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92-8 ( 平 裝 ) 

NT$230  

 861.59  

寶貝飛呀飛 / 森山京著 ; 土田義晴

繪 ; 陳珊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91-1 ( 平 裝 ) 

NT$230  

 861.59  

魔法醫. 1, 龍之谷與神祕少年 / 南房

秀久作 ; 小笠原智史繪 ; 蕘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1 .-- 

152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63) .-

- ISBN 978-957-521-375-6 ( 平 裝 ) 

NT$220  

 861.59  

出門買蛋去 / 小川糸作 ; 陳妍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1 .-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510-032-2 (平裝) NT$320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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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星星消失的夜晚 / 徐美愛著 ; 胡

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

文化, 10810 .-- 3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2-2 ( 平 裝 ) 

NT$350  

 862.57  

請照顧我媽媽 / 申京淑著 ; 薛舟, 徐

麗紅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文

學 ; 156) .-- ISBN 978-986-133-574-2 

(平裝) NT$300  

 862.57  

紅色漿果 / 李芝殷文.圖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08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682-5-2 (精裝)  

 862.59  

身為媳婦,我想說...... : 那些該為自己

挺身而出的時刻,為什麼我說不出口? 

/ Destination 著 ; 蔡宜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47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658-243-1 ( 平 裝 ) 

NT$450  

 862.6  

銀河樹 / 吳龍川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 .-- 25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203)(秀

文學 ; 33) .-- BOD 版 .-- ISBN 978-

986-326-739-3 (平裝) NT$320  

 868.755  

臺灣文學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館 員 論 文 集 刊 . 

2018&2019 / 林佩蓉等作 ; 周定邦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1 .-- 252 面; 21 公分 .-- (臺文館

叢刊 ; 57) .-- ISBN 978-986-5437-10-7 

(平裝) NT$250  

1.國立臺灣文學館 2.文集  863.068  

傳統性、現代性與殖民性的遘接與

調適 : 連橫文學研究 / 江寶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6-9 (平裝) NT$400  

1.連橫 2.臺灣文學 3.文化評論  

863.2  

卡夫城堡 : 「誤導」的詩學 / 余境熹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275)(台灣詩學論叢 ; 16) .-

-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0-0 

(平裝) NT$28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863.21  

日常提問 :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

得獎作品集. 2019 / 蕭宇翔等作 ; 初

安民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87-319-8 ( 平 裝 ) 

NT$199  

 863.3  

林子的隱味 :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

專輯. 第 21 屆. 上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 

10810 .-- 37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3-07-0 (平裝) NT$220  

 863.3  

門外. 第五期 / 邱振瑞主編 .-- 初版 .-

- [臺中市] : 明目文化, 10810 .-- 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67-0-9 

(平裝) NT$60  

 863.3  

*迎媽祖 : 今生最幸福的相遇: 媽祖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2019 / 陳錦雲

等作 ; 張大春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

文化局, 108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4-08-5 ( 平 裝 ) 

NT$350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 

2019 年第 22 屆. 一, 新詩 散文 短篇

小說 母語文學 / 徐永鴻總編輯 .-- 苗

栗市 : 苗縣府, 10810 .-- 3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03-1 (平裝) 

NT$250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 

2019 年第 22 屆. 二, 青春夢花 小夢

花 / 徐永鴻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

府, 108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0-04-8 (平裝) NT$250  

 863.3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 南臺文

學獎工作團隊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809 .-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627-60-7 (平裝)  

 863.3  

書寫青春. 16 : 台積電學生文學獎得

獎作品合集. 第十六屆 / 聯經編輯部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392 面; 21 公分 .-- (聯副文叢 ; 67) .-- 

ISBN 978-957-08-5403-9 (平裝)  

 863.3  

道南文學. 第三十八輯 / 國立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0808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247-0-5  

 863.3  

臺東縣好故事徵選作品精選集 / 陳

麗芳等作 .-- 初版 .-- 臺東市 : 東縣府, 

108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00-4 (平裝) NT$200  

 863.3  

歐氏兩代藝文作品精選集 / 歐承祖, 

鄭秀英撰 ; 歐先浩編撰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891-7 (平

裝) NT$350  

 863.3  

牆與啄木鳥 : 臺北詩歌節詩選. 2019 

/ 鴻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

文化局, 108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5-0 ( 平 裝 ) 

NT$100  

 863.3  

不確定的年代 : 隨興散文詩 / 陳明璋

著 .-- 臺北市 :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10810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971-7-6 (平裝) NT$360  

 863.4  

別忘了生火 : 徐心潔第一本作品集 / 

徐心潔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徐心潔, 

10810 .-- 1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09-9 (平裝) NT$320  

 863.4  

雅堂文集校注 / 江寶釵校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4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7-6 (平裝) NT$500  

 863.4  

渡雁集 / 渡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8-905-1 ( 平 裝 ) 

NT$200  

 863.4  

變奏的時光 : 蘭朵小說詩集 / 蘭朵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世紀美學,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詩情畫

意 ; 12) .-- ISBN 978-986-98345-1-3 

(平裝) NT$320  

 863.4  



74 

 

二十四孝詩集 / 陳履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蓉萱, 10810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4-8 (平

裝)  

 863.51  

另一個聲音 / 唐樂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8-900-6 (平裝) 

NT$200  

 863.51  

生命中一種忘憂的草 / 李秀梅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

904-4 (平裝) NT$200  

 863.51  

此刻是多麼值得放棄 / 陳雋弘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Write on ; 3) .-- ISBN 978-

957-658-240-0 (平裝) NT$360  

 863.51  

西班牙語譯 : 陳黎詩選 / 陳黎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8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866-

0 (平裝) NT$300  

 863.51  

伸縮自如的愛 / 李國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0 .-- 224

面; 19 公分 .-- (文學叢書 ; 609) .-- 

ISBN 978-986-387-315-0 ( 平 裝 ) 

NT$260  

 863.51  

迎曦 : 晨課. 3 / 莫渝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809 .-- 128 面; 17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

8524-23-1 (平裝) NT$150  

 863.51  

靈台印記 : 簡榮聰詩集 / 簡榮聰著 .-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09 .-- 347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

書 ; 220)(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第 25

輯 ; 104) .-- ISBN 978-986-5422-02-8 

(精裝) NT$250  

 863.51  

相信火焰,但不相信灰燼 : 羽弦詩集 / 

羽弦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172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2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357-3 (平裝) NT$250  

 863.51  

拾得 : 生活小詩百首 / 林錫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10 .-- 

11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4-

489-2 (平裝) NT$200  

 863.51  

脆弱練習 / 陳繁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田,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智慧田 ; 115) .-- ISBN 978-986-179-

581-2 (平裝) NT$350  

 863.51  

悲傷的盡頭 / 土牛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明目文化, 10810 .-- 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536-9-1 

(平裝) NT$120  

 863.51  

跟著詩歌去旅行 / 李展平著 .-- 南投

市 : 投縣文化局, 10809 .-- 303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0)(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第 25 輯 ; 

105) .-- ISBN 978-986-5422-03-5 (精裝) 

NT$250  

 863.51  

群像 / 吳岱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麥田

文學 ; 311) .-- ISBN 978-986-344-700-

9 (平裝) NT$350  

 863.51  

劍花室詩集校注 / 江寶釵校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18-3 (平裝) NT$400  

 863.51  

撫觸靈魂 風的風衣 / 蕭蕭詩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世紀美學, 10810 .-- 

144 面; 23 公分 .-- (療癒系詩集 ; 1) .-

- ISBN 978-986-98345-0-6 ( 平 裝 ) 

NT$320  

 863.51  

築千年的希望 : 九二一希望工程紀

念詩集 / 林碧玉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靜思人文, 108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305-9-7 (平裝)  

 863.51  

繁星燦燦 / 島(來者)著 .-- [臺南市] : 

來者,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7-1 ( 平 裝 ) 

NT$300  

 863.51  

邂逅我的春天 / 辰啟帆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32-4-8 ( 平 裝 ) 

NT$300  

 863.51  

擲地有傷 / 楊瀅靜作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叢 ; 653) .-- ISBN 978-986-323-320-

6 (平裝) NT$320  

 863.51  

可待 / 彭鏡禧, 陳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學生, 108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13-8 (平

裝) NT$300  

 863.54  

阮劇團. 2017 : 劇本農場劇作選. V / 

陳緯恩, 蔡逸璇, 黃煚哲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文化

發行,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遠

景文學叢書 ; 181) .-- ISBN 978-957-

39-1092-3 (平裝) NT$300  

 863.54  

油罈記 : 古路歌仔戲圖文劇本 / 王金

櫻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閩南嶼

文化, 10810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5-0-9 ( 平 裝 ) 

NT$350  

 863.54  

紫羅蘭的凝視 :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

品專輯. 第 21 屆. 下 / 張雀芬總編

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0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3-08-7 (平裝) NT$220  

 863.54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優良成

果專輯 : 單口對口說相聲. 一 0 八年

度 / 李奕寬, 朱榮富總編輯 .-- 臺北

市信義區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12-15-9 (平裝)  

 863.54  

Foufou Comics 瘋狂邦妮漫畫劇場 : 

用可愛的方式,笑說不可愛的事 / 洪

佳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54-7 (平裝) NT$299  

 863.55  

一撇到西洋 / 明鳳英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810 .-- 236 面; 21 公

分 .-- (釀文學 ; 23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59-7 ( 平 裝 ) 

NT$320  

 863.55  

大的小的 : 媽媽與小孩的日常生活

大戰 / 薛慧瑩文.圖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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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57-49-3 

(精裝) NT$380  

 863.55  

少年耶,麥凍路! : 後山靈異奇談 / 蕭

福松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0 .-- 204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3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354-2 (平裝) NT$250  

 863.55  

出走,到世界去流浪 / 張瓊文著 .-- 南

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09 .-- 175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0)(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第 25 輯 ; 

107) .-- ISBN 978-986-5422-04-2 (精裝) 

NT$250  

 863.55  

在你的掌紋裡迷途 / 郭書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72 面; 20

公分 .-- (寫字時區 ; 2) .-- ISBN 978-

986-344-697-2 (平裝) NT$320  

 863.55  

走在山海河間的沉思 / 李偉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17) .-- 

ISBN 978-986-450-266-0 ( 平 裝 ) 

NT$300  

 863.55  

你在藝廊館 / 六色羽, 曼殊, 葉櫻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10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50-4 (平裝) NT$280  

 863.55  

杏林小記 / 杏林著 .-- 增訂一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0811 .-- 200 面; 21 公

分 .-- (杏林子作品集 ; 12) .-- ISBN 

978-986-450-265-3 (平裝) NT$200  

 863.55  

杏林隨筆 : 聽診器下的呢喃 / 陳壽祥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886-3 (平裝) NT$280  

 863.55  

走過零下四十度 / 九里安西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289)(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3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740-9 (平裝) NT$350  

 863.55  

拉千禧之夢 / 戴鳳儀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146 面; 21 公

分 .-- (釀文學 ; 23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58-0 ( 平 裝 ) 

NT$220  

 863.55  

彼年的熱天 : 精選台語散文 113 篇 / 

李恆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就諦學

堂, 10810 .-- 4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20-1-4 (平裝) NT$500  

 863.55  

飛天過海 / 虞和芳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09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47-4 

(平裝) NT$580  

 863.55  

浮生散記 / 林文雄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華夏書坊, 10810 .-- 23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161-1-6 (平裝)  

 863.55  

海島村的老故事 / 明心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894-8 

(平裝) NT$180  

 863.55  

時差的贈禮 / 黃錦樹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11) .-- ISBN 978-

986-344-702-3 (平裝) NT$380  

 863.55  

越鬱手札 : 一位重度憂鬱症患者的

字療經過 / 思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愛文社, 108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298-1-9 (平裝) 

NT$350  

 863.55  

極光夢土 / 林世明著 .-- 南投市 : 投

縣文化局, 10809 .-- 179 面; 21 公分 .-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0)(南投

縣文學家作品集 ; 第 25 輯. 106) .-- 

ISBN 978-986-5422-05-9 ( 精 裝 ) 

NT$250  

 863.55  

精神還鄉的時節 / 張國治作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8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0-

6 (平裝) NT$350  

 863.55  

遙遠的呼喚 / 鄭清和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文學街, 108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12-3-6 (平裝) 

NT$350  

 863.55  

關山萬里 : 生命的記憶 / 孔繁儀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1 .-

- 3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358-899-3 (平裝) NT$520  

 863.55  

霧中恆河 / 楊錦郁作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 10809 .-- 232 面; 21 公分 .-- 

(文叢 ; 735) .-- ISBN 978-986-323-318-

3 (平裝) NT$300  

 863.55  

大人有福妻 / 綠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29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4301) .-- ISBN 

978-957-788-594-4 (平裝) NT$280  

 863.57  

大地之歌 : 守護玉山的神鷹 / 許世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世紀美學,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英雄史

詩 ; 2) .-- ISBN 978-986-98345-4-4 (平

裝) NT$320  

 863.57  

上邪 : 有隻帥哥在我家 / 蝴蝶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蝴蝶美

繪館 ; 1) .-- 漫畫插圖版 .-- ISBN 978-

986-7018-36-6 (平裝) NT$350  

 863.57  

山怪魔鴞 / 牧童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0810 .-- 264 面; 21 公

分 .-- (要推理 ; 69)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26-1 ( 平 裝 ) 

NT$320  

 863.57  

今志異之莫逆於心 / 蒔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PS ; P214) .-- 

ISBN 978-986-494-151-3 ( 平 裝 ) 

NT$330  

 863.57  

幻夜的夢旅人. 卷二 : 夢醒之時 / 貓

眷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振成牀飾行, 

10810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36-1-6 (平裝)  

 863.57  

心跳咚咚撩到你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29) .-- ISBN 

978-986-335-593-9 (平裝) NT$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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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 默默咖啡

的萌寵兒故事 / 劉凱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809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10-6 (平

裝) NT$380  

 863.57  

天選者. 2 : 咦?這麼幸運真的可以嗎? 

/ 貓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出版 : 皇冠發行,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小說 ; 5) .-- ISBN 978-986-

97906-6-6 (平裝)  

 863.57  

正心齋講堂的讀書會 : 探索蓬萊社

會心亂的根源 / 神田健司著 .-- 臺北

市 : 活石文化, 10810 .-- 4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15-1-9 (平裝)  

 863.57  

且向花間留晚照 / 黃雅莉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0810 .-- 23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349)(秀文學 ; 3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4-7 (平裝) 

NT$300  

 863.57  

失眠者 : 微型科幻小說詩+圖 / 陳克

華 圖 . 文  .-- 臺 北 市  : 杜 葳 廣 告 , 

10810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2513-9-7 (精裝)  

 863.57  

*巨蛋 / 祁立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0 .-- 248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書 ; 608) .-- ISBN 978-

986-387-314-3 (平裝) NT$280  

 863.57  

奴婢嬌客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320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5501) .-- ISBN 

978-957-788-622-4 (平裝) NT$280  

 863.57  

代替說再見 : 一道青春必解的習題 / 

張維中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72-55-7 

(平裝) NT$350  

 863.57  

末等魂師. 7, 魂師之路,開啟! / 銀千

羽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 : 

皇冠發行,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 (銀千羽作品 ; 7) .-- ISBN 978-986-

97906-8-0 (平裝)  

 863.57  

吉兆貴女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320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5801) .-- ISBN 

978-957-788-623-1 (平裝) NT$270  

 863.57  

地球的背面 / 張純甄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146 面; 21 公

分 .-- (釀文學 ; 23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56-6 ( 平 裝 ) 

NT$220  

 863.57  

私の悲傷敘事詩 : 一個詩人的青春

小說 / 李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

文庫 ; 1316) .-- ISBN 978-986-450-

261-5 (平裝) NT$280  

 863.57  

我被魔星撩一生 / 雷恩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75101) .-- ISBN 978-957-788-611-8 

(平裝) NT$280  

 863.57  

判罪 : 八張傳票背後的人性糾結 / 鄧

湘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Story 系

列 ; 29) .-- ISBN 978-957-13-7977-7 

(平裝) NT$300  

 863.57  

抱枕娘 使用期限三個月 / 南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

038-9 (平裝) NT$250  

 863.57  

狐狸娘 / 哈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61-741-9 (第 4 冊:平

裝)  

 863.57  

玫瑰色鬼室友. 卷七, 畢業季節 / 林

賾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

出版 : 蓋亞文化發行, 10810 .-- 冊 .-- 

(Fresh ; PS172) .-- ISBN 978-986-

97524-4-2 (上冊:平裝) .-- ISBN 978-

986-97524-5-9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97524-6-6 ( 全 套 : 平 裝 ) 

NT$399  

 863.57  

待用民宿 / 賴芳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96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 ; 291) .-- ISBN 978-957-

13-7974-6 (平裝) NT$350  

 863.57  

英明的惡龍閣下. 2, 與稍微堪用的契

約者 / 林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1-2-8 ( 平 裝 ) 

NT$250  

 863.57  

茗門閨秀 / 田芝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33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4701) .-- ISBN 

978-957-788-604-0 (平裝) NT$260  

 863.57  

鬼怨火 / 星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0 .-- 264 面; 20 公分 .-

- (星子故事書房 ; TS016)(詭語怪談

系列) .-- ISBN 978-986-319-450-7 (平

裝) NT$240  

 863.57  

胭脂夫人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09 .-- 29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4001) .-- ISBN 

978-957-788-593-7 (平裝) NT$280  

 863.57  

馬雅神教教主本紀 : 少年王比利的

故事 / 林大棟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238 面;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201)(SHOW 小說 ; 4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3-0 (平裝) 

NT$290  

 863.57  

容器 : 無瑕的愛 / 豪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 .-- 298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347)(SHOW 小說 ; 50)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2-3 (平裝) 

NT$360  

 863.57  

容器 : 璀璨深霧 / 豪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 .-- 296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312)(SHOW 小說 ; 51)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31-7 (平裝) 

NT$36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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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愛情故事 / 安謹等作 .-- [宜蘭

縣羅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66) .-

- ISBN 978-986-97268-9-4 ( 平 裝 ) 

NT$300  

 863.57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0, 瘦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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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

城 ; 101) .-- ISBN 978-986-97944-6-6 

(平裝) NT$300  

 863.57  

娶老婆就要用逼的 / 石秀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

室, 108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58-97-9 (平裝) NT$190  

 863.57  

殺神與殤 / 決明 2.0 作 .-- : 決明 2.0, 

10811 .-- 416 面; 21 公分 .-- (趙太太

書鋪 ; 8) .-- ISBN 978-957-43-6995-9 

(平裝) NT$420  

 863.57  

被經理討厭的我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27) .-- 

ISBN 978-986-335-591-5 ( 平 裝 ) 

NT$220  

 863.57  

通靈少女影劇小說. 2, 十七歲的秋 / 

HBO Asia Original, IFA media 著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244-8 (平

裝) NT$340  

 863.57  

雲山 / 陳淑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1 .-- 400 面; 21 公

分 .-- (印刻文學 ; 611) .-- ISBN 978-

986-387-316-7 (平裝) NT$450  

 863.57  

給你的青春謊言 / 午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一碗烏龍, 108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000-1-5 

(平裝)  

 863.57  

黃泉委託人 : 地獄逃犯 / 龍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 

10809 .-- 224 面; 21 公分 .-- (龍雲作

品) .-- ISBN 978-957-741-237-9 (平裝) 

NT$180  

 863.57  

馭夢少女.麼姆國度 / 李永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09 .-- 290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3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55-9 (平裝) 

NT$350  

 863.57  

惡質前夫要娶我 / 艾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28) .-- ISBN 

978-986-335-592-2 (平裝) NT$220  

 863.57  

亂世俠影 : 無招者的江湖. 卷一, 鬱

成神技 / 王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09 .-- 432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22) .-- ISBN 978-986-97820-

5-0 (平裝)  

 863.57  

亂世俠影 : 無招者的江湖. 卷二, 京

滬逞威 / 王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23) .-- ISBN 978-986-97820-

6-7 (平裝)  

 863.57  

亂世俠影 : 無招者的江湖. 卷三, 大

刀之禍 / 王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24) .-- ISBN 978-986-97820-

7-4 (平裝)  

 863.57  

跟著寶貝兒走 / 黃春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652) .-- ISBN 

978-986-323-319-0 (平裝) NT$300  

 863.57  

綠血 / 蘇達貞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

豐鄉 : 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881-1-2 (精裝) NT$999  

 863.57  

實習貴妃 / 簡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288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5901) .-- ISBN 

978-957-788-627-9 (平裝) NT$260  

 863.57  

監獄裡的母親們 / 潘丁菡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

889-4 (平裝) NT$200  

 863.57  

誰是最佳主角? / 方秋雅文 ; 九春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1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2-62-7 (平裝) NT$280  

 863.57  

墜落的指揮刀 : 1895 台灣民主國之

基隆砲戰 / 許世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世紀美學,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英雄史詩 ; 1) .-- ISBN 978-

986-98345-5-1 (平裝) NT$320  

 863.57  

轉職勇者計畫 / 雪翼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42-6 (第 1

冊:平裝)  

 863.57  

鯨滅 / 陳建佐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 .-- 232 面;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323)(SHOW 小說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38-6 (平裝) 

NT$280  

 863.57  

獻給你左手的無名指 / 丁凌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39) .-- ISBN 

978-986-98103-1-9 (平裝) NT$280  

 863.57  

靈異街 11 號 / 劉存菡原著 ; D51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8746-7 (平裝)  

 863.57  

月牙公主 / 須文蔚文字 ; 蔡佳玲繪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811 .-

- 64 面; 26 公分 .-- (兒童文學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98148-0-5 

(精裝) NT$380  

 863.59  

王牌解說員 : 走讀千段崎古道 / 陳素

宜作 ; 曹泰容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GF43N) .-- 

ISBN 978-986-211-969-3 ( 平 裝 ) 

NT$290  

 863.59  

古物飛揚 / 李郁棻著 ; 許育榮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1 .-- 192

面 ; 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74) .-- ISBN 978-986-450-263-9 (平裝) 

NT$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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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  

老房子 /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文 ; 林嘎

嘎圖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10811 .-- 56 面; 21X27 公分 .-

- ISBN 978-986-5437-14-5 ( 精 裝 ) 

NT$300  

 863.59  

孤狗少年 / 陳榕笙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四也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

分 .-- (迷鹿) .-- ISBN 978-986-96533-

9-8 (平裝) NT$260  

 863.59  

姑姑家的夏令營 / 鄭宗弦著 ; 吳嘉鴻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鄭宗弦作品集 ; 

5) .-- ISBN 978-986-450-262-2 (平裝) 

NT$260  

 863.59  

狐狸澡堂 / 亞平著 ; 黃雅玲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

841-5 (第 2 冊:平裝) NT$260  

 863.59  

青蛙探長. 1, 青蛙探長和小狗探員 / 

哲也文 ; 阿尼默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144 面; 

21 公 分  .-- ( 故 事 奇 想 樹  ; 

BKL321A) .-- ISBN 978-986-479-819-3 

(平裝) NT$300  

 863.59  

青蛙探長. 2, 變身項圈和黃金蛋 / 哲

也文 ; 阿尼默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144 面; 

21 公 分  .-- ( 故 事 奇 想 樹  ; 

BKL322A) .-- ISBN 978-986-479-820-9 

(平裝) NT$300  

 863.59  

青蛙探長. 3, 宇宙大王和鼻涕怪獸 / 

哲也文 ; 阿尼默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144 面; 

21 公 分  .-- ( 故 事 奇 想 樹  ; 

BKL323A) .-- ISBN 978-986-479-821-6 

(平裝) NT$300  

 863.59  

青蛙探長. 4, 飛行鯨魚和時光機 / 哲

也文 ; 阿尼默圖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144 面; 

21 公 分  .-- ( 故 事 奇 想 樹  ; 

BKL324A) .-- ISBN 978-986-479-822-3 

(平裝) NT$300  

 863.59  

值日追書生 / 王文華文 ; 張睿洋圖 .-

- 再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0 .-

- 160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61) .-- 

ISBN 978-957-503-503-7 ( 平 裝 ) 

NT$280  

 863.59  

童年原來是喜劇 / 王淑芬著 ; 蔡元婷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39-9-1 

(平裝) NT$300  

 863.59  

廁所幫少年偵探. 8, 土魠魚羹魔咒事

件 / 林佑儒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809 .-- 144 面; 21 公分 .-- 

(小魯行動俱樂部) .-- ISBN 978-986-

211-967-9 (平裝) NT$280  

 863.59  

臺灣童話 /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810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8586-83-3 

(精裝)  

 863.59  

鯨魚的肚臍 / 娜芝娜著 ; 王淑慧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1 .-- 208

面 ; 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75) .-- ISBN 978-986-450-264-6 (平裝) 

NT$260  

 863.59  

鴨四妹个 字簿仔 : 客話詩集 / 劉明

猷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 : 正港資

訊文化發行, 10810 .-- 352 面; 21 公

分  .-- (劉明猷 .客語創作文集 ) .-- 

ISBN 978-986-307-181-5 ( 平 裝 ) 

NT$390  

 863.751  

沙鼻牯 : 親子創作合集 / 彭歲玲, 許

欣展圖文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縣

府, 10811 .-- 64 面; 21X30 公分 .-- (苗

栗縣文學集 . 兒童文學創作 . 2019

年) .-- ISBN 978-986-5420-01-7 (精裝) 

NT$250  

 863.759  

鬥法 : 巴代中短篇文集 / 巴代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耶魯國際文化 ,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易讀書

坊 ; 31) .-- ISBN 978-986-98050-0-1 

(平裝) NT$350  

 863.857  

西洋文學 

夜鶯與玫瑰 : 王爾德童話與短篇小

說全集 / 奧斯卡.王爾德著 ; 朱純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68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26) .-- ISBN 978-957-13-7980-7 (精裝) 

NT$360  

 873.4  

莎士比亞故事集 : 12 篇一生必讀的

經典劇作  / 安潔拉 .麥克艾里斯特

(Angela McAllister)編著 ; 愛麗絲.林

茲特隆(Alice Lindstrom)繪圖 ; 謝靜

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03-08-6 

(精裝) NT$650  

 873.4332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新意  / 吳靜宜

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吳靜宜, 

10809 .-- 3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6-9 (平裝) NT$500  

 873.43384  

平面國 : 向上,而非向北 / 愛德溫.A.

艾勃特(Edwin Abbott Abbott)作 ; 賴

以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3-

9 (平裝) NT$280  

 873.57  

沉靜的美國人 /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 何勁松, 徐嘉俊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09 .-- 

296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68) .-- ISBN 978-957-13-7963-0 (平裝) 

NT$320  

 873.57  

命懸一線 / 李查德著 ; 王瑞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李查德作

品 ; 22) .-- ISBN 978-957-33-3488-0 

(平裝) NT$380  

 873.57  

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 後部 : 神探回

來了 / 亞瑟.柯南.道爾作 ; 傅怡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1 .-- 

752 面; 23 公分 .-- (探偵事務所 ; 8) .-

- ISBN 978-986-392-293-3 ( 平 裝 ) 

NT$399  

 873.57  

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 前部 : 神探的

誕生 / 亞瑟.柯南.道爾作 ; 傅怡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1 .-- 



79 

 

744 面; 23 公分 .-- (探偵事務所 ; 7) .-

- ISBN 978-986-392-292-6 ( 平 裝 ) 

NT$399  

 873.57  

是誰在說謊 / 艾琳.凱莉(Erin Kelly)

著 ; 楊佳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448 面; 21 公分 .-

- (Mystery world ; MY0010) .-- ISBN 

978-957-8759-90-9 (平裝) NT$420  

 873.57  

堅果殼 /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

作 ; 趙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 10810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592-5-0 (精裝) NT$420  

 873.57  

湯姆 .瓊斯(全譯本) / 亨利 .費爾丁

(Henry Fielding)著 ; 陳錦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冊 .-- (商

周經典名著 ; 63-64) .-- ISBN 978-986-

477-738-9 ( 上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477-739-6 (下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477-740-2 

(全套:平裝)  

 873.57  

愛情的盡頭  /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 盧玉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09 .-- 296 面; 21 公

分 .-- (大師名作坊 ; 167) .-- ISBN 

978-957-13-7964-7 (平裝) NT$320  

 873.57  

傲慢與偏見 : 無關對與錯的真摯情

愛 /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學菁選 ; 11) .-- 

ISBN 978-986-302-511-5 ( 精 裝 ) 

NT$280  

 873.57  

動 物 農 莊  / 喬 治 .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文 ; 江蕙宇圖 ; 陳如翎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36-

2 (平裝) NT$250  

 873.59  

淘氣狗克萊德城市探險記 / 艾力克

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 黃彼

得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 , 

10810 .-- 96 面; 21 公分 .-- (淘氣狗克

萊德 ; 1) .-- ISBN 978-986-6384-33-2 

(平裝) NT$220  

 873.59  

淘氣狗克萊德度假歷險記 / 艾力克

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 黃彼

得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 , 

10810 .-- 96 面; 21 公分 .-- (淘氣狗克

萊德 ; 2) .-- ISBN 978-986-6384-34-9 

(平裝) NT$220  

 873.59  

龍之印記與英雄 : 馴龍高手. 十一 /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 朱崇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4-2 (平

裝)  

 873.59  

戀戀愛爾蘭 / 莊坤良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書林, 10810 .-- 352 面; 21 公

分 .-- (西洋文學 ; 28) .-- ISBN 978-

957-445-865-3 (平裝) NT$360  

1.愛爾蘭文學 2.文學評論  873.8  

冬日花園  / 克莉絲汀 .漢娜(Kristin 

Hannah)著 ; 林小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39-71-8 ( 平 裝 ) 

NT$380  

 874.57  

布魯克林孤兒 / 強納森.列瑟作 ; 嚴

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 10809 .-- 464 面 ; 21 公分  .-- 

(Storytella ; 89) .-- ISBN 978-957-741-

234-8 (平裝) NT$399  

 874.57  

西岸三部曲. I, 天賦之子 / 娥蘇拉.勒

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 蔡美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252 面; 

21 公分 .-- (繆思系列 ; 30) .-- ISBN 

978-986-359-723-0 (平裝) NT$320  

 874.57  

西岸三部曲. II, 沉默之聲 / 娥蘇拉.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 蔡美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繆思系列 ; 31) .-- ISBN 

978-986-359-724-7 (平裝) NT$320  

 874.57  

西岸三部曲. III, 覺醒之力 / 娥蘇拉.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 蔡美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416 面; 

21 公分 .-- (繆思系列 ; 32) .-- ISBN 

978-986-359-725-4 (平裝) NT$380  

 874.57  

門 /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著 ; 張

茂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 

10811 .-- 256 面; 26 公分 .-- (Soul) .-- 

ISBN 978-986-97522-2-0 (平裝)  

 874.57  

阿斯嘉末日 : 九個世界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王心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32-8661-5 

(精裝) NT$320  

 874.57  

紅皇后. IV, 熾風暴 / 維多利亞.愛芙

雅(Victoria Aveyard)著 ; 翁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0 .-- 592

面; 21 公分 .-- (Joy ; 223) .-- ISBN 

978-957-33-3485-9 (平裝)  

 874.57  

星際大戰 : 最後的絕地武士 / 傑森.

弗萊(Jason Fry)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10811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3-5 (平裝)  

 874.57  

莫斯科紳士 / 亞莫爾.托歐斯(Amor 

Towles)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

行, 10810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64-5 (平裝) NT$450  

 874.57  

超 能 家 族  / 達力歐 . 桂 格 利 (Daryl 

Gregory)著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48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291) .-- ISBN 978-

957-13-7989-0 (平裝) NT$420  

 874.57  

禁忌圖書館. IV, 讀者殞落 / 謙柯.韋

斯樂(Django Wexler)著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797

種)(Joy ; 224) .-- ISBN 978-957-33-

3480-4 (平裝) NT$280  

 874.57  

邊 緣 世 界  / 威 廉 . 吉 布 森 (William 

Gibson)著 ; 黃彥霖, 白之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1 .-- 552 面; 21 公分 .-

- (缪思系列 ; 33) .-- ISBN 978-986-

359-731-5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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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57  

老人與海 /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文 ; 陳韻妃圖 ; 陳儒玉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35-5 (平

裝) NT$250  

 874.59  

老人與海 : 無法打敗的精神力量 / 歐

內 斯 特 . 海 明 威 (Ernest Hemingway)

作 .-- 四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文學菁

選 ; 6) .-- ISBN 978-986-302-510-8 (精

裝) NT$160  

 874.59  

冰雪奇緣. 2, 闇影森林 / 卡蜜拉.蓓可

(Kamilla Benko)作 ; 亞奇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冰雪奇緣系列) .-- ISBN 

978-957-658-250-9 (平裝) NT$360  

 874.59  

冰雪奇緣電影原著 1+2 集 / 美國迪

士尼公司作 ; Suzanne Francis, Andria 

Warmflash Rosenbaum 改寫 ;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繪 ; 吳愉萱, 張詠

橋, 鄧捷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184 面; 26 公分 .-- (冰雪奇

緣系列) .-- ISBN 978-957-658-249-3 

(精裝) NT$480  

 874.59  

那一年在奶奶家 / 瑞奇.派克(Richard 

Peck)作 ; 趙映雪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8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38-287-4 (平裝) 

NT$260  

 874.59  

來不及閃耀的星星 / 大衛.巴克雷.摩

爾(David Barclay Moore)文 ; 卓妙容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

下系列 ; 53) .-- ISBN 978-957-503-

497-9 (平裝) NT$380  

 874.59  

第三口蘑菇 / 珍妮佛.霍姆(Jennifer L. 

Holm)著 ; 鄒佳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831-

5 (平裝) NT$300  

 874.59  

綠野仙蹤 / 李曼.法蘭克.包姆(Lyman 

Frank Baum)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

川文化,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大師名著) .-- ISBN 978-986-97975-1-

1 (平裝) NT$280  

 874.59  

魔咒不靈公主. 3, 公主的非魔法危機 

/ E.D.貝克(E. D. Baker)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Plus 讀本 ; 7) .-- ISBN 

978-957-521-378-7 (平裝) NT$250  

 874.59  

少年維特的煩惱 : 熾熱無悔的愛戀 /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作 .-- 三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 (文學菁選 ; 10) .-- ISBN 978-986-

302-512-2 (精裝) NT$180  

 875.57  

優質國度  / 馬克-烏威 .克靈(Marc-

Uwe Kling)著 ;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1 .-- 41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01 種)(Choice ; 

328) .-- ISBN 978-957-33-3481-1 (平裝)  

 875.57  

星際騎士. 1, 宇宙堡壘 / 米歇爾.派寇

弗(Michael Peinkofer)文 ; 丹尼爾.恩

勒(Daniel Ernie)圖 ; 葉靖文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37-9 

(平裝) NT$250  

 875.59  

星際騎士. 2, 太空大戰 / 米歇爾.派寇

弗(Michael Peinkofer)文 ; 丹尼爾.恩

勒(Daniel Ernie)圖 ; 葉靖文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38-6 

(平裝) NT$250  

 875.59  

星際騎士. 3, 冰之堡壘 / 米歇爾.派寇

弗(Michael Peinkofer)文 ; 丹尼爾.恩

勒(Daniel Ernie)圖 ; 葉靖文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39-3 

(平裝) NT$250  

 875.59  

星際騎士. 4, 逃出火星 / 米歇爾.派寇

弗(Michael Peinkofer)文 ; 丹尼爾.恩

勒(Daniel Ernie)圖 ; 葉靖文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40-9 

(平裝) NT$250  

 875.59  

少 女 與 夜  / 紀 優 . 穆 索 (Guillaume 

Musso)著 ;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33-4 (平

裝) NT$380  

 876.57  

小王子 /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

著 ; 樹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0810 .-- 136 面; 21 公分 .-- (愛

經典 ; 25) .-- ISBN 978-957-13-7970-8 

(精裝) NT$300  

 876.59  

消失的王冠 /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 

東方編輯部改寫 ; 吳健豐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傳奇

系列 ; 15) .-- ISBN 978-986-338-281-2 

(平裝) NT$260  

 876.59  

熊熊的晚安小故事  / 凱蒂 .克羅瑟

(Kitty Crowther)文.圖 ; 陳太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810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9380-44-7 ( 精 裝 ) 

NT$320  

 876.59  

精神病院  / 多那托 .卡瑞西(Donato 

Carrisi)著 ;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09 .-- 448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90) .-- ISBN 

978-957-741-236-2 (平裝) NT$380  

 877.57  

奇 幻 魔 法 故 事  / Stefania Leonardi 

Hartley 新編 ; Alida Massari 等繪 ; 蔡

欣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811 .-- 12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243-735-3 (精裝)  

 877.59  

絕冷一課 / 羅貝托.卡薩提(Roberto 

Casati)著 ; 倪安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化,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590-1-4 (平裝) NT$320  

 877.6  

白鯨莫查迪克  / 路易斯 .賽普維達

(Luis Sepúlveda)著 ; 徐存瑩繪 ; 馮丞

云譯 .-- 臺中市 : 晨星, 10810 .-- 128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92) .-- ISBN 

978-986-443-181-6 (平裝) NT$199  

 8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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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火車之謎  / 馬丁 .威德馬克 (Martin 

Widmark)文  ; 海倫 娜 . 維 莉 (Helena 

Willis)圖 ; 陳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米奇巴克, 10811 .-- 96 面; 22 公

分 .-- (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 ; 8) .-- 

ISBN 978-986-6215-88-9 ( 精 裝 ) 

NT$250  

 881.359  

生日之謎  / 馬丁 .威德馬克 (Martin 

Widmark)文  ; 海倫 娜 . 維 莉 (Helena 

Willis)圖 ; 陳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米奇巴克, 10811 .-- 96 面; 22 公

分 .-- (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 ; 9) .-- 

ISBN 978-986-6215-89-6 ( 精 裝 ) 

NT$250  

 881.359  

卡夫卡<<變形記>>(又名<<蛻變>>) : 

存在主義先驅小說 / 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作 ; 管中琪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Golden age ; 37) .-- ISBN 978-986-

384-390-0 (精裝)  

 882.457  

說妳是我的 / Elisabeth Norebäck 作 ; 

戴榕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9-72-8 (平裝) NT$420  

 882.557  

新聞學 

新媒體內容生產與編輯  / 楊嫚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2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41-4 ( 平 裝 ) 

NT$500  

1.網路新聞 2.新聞媒體  897.6  

藝術類 

總論 

Stonehouse 的美術解剖學筆記 / 石正

賢作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2 .-- 66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7-538-6 (平裝) 

NT$980  

1.藝術解剖學 2.人體畫  901.3  

藝 術 、 知 覺 與 現 實  / 貢 布 里 希

(E.H.Gornbrich), 霍 赫 伯 格 (Julian 

Hochberg), 布萊克(Max Black)著 ; 錢

麗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9-722-

3 (平裝) NT$360  

1.藝術心理學 2.藝術評論  901.4  

格物致知 : 實論藝術管理 / 潘德順等

著 ; 陳姿穎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09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667-6 ( 平 裝 ) 

NT$350  

1.藝術行政 2.組織管理 3.文集  

901.607  

墨彩丰情 : 兩岸交流展專輯 / 王芊文

等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中華文化藝

術交流協會, 10810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586-1-3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  

*杜岳的第二版作品集設計 / 杜岳

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7-3 (平裝) NT$9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宜蘭獎. 2019 / 宋隆全總編輯 .-- 宜蘭

市 : 宜縣文化局, 108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3-8 (精

裝) NT$675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美術家聯展專輯. 2019 / 林榮

森總編輯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196 面; 25X26 公分 .-- (南投

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5) .-- ISBN 978-

986-5422-01-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七屆 / 侯美

雲主編  .-- 臺南市  : 臺灣南美會 , 

10810 .-- 17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46-1-8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埔鹽鄉藝術家聯展專輯. 第十七屆 / 

陳鈺昇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埔

鹽鄉 : 彰縣埔鹽鄉公所, 10810 .-- 92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23-05-6 (平裝) NT$28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9 第

十二屆 / 李金柱, 李陳諒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市書畫學會, 10809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677-4-

4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海疊翠 : 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

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9 / 簡維亨總編

輯 .-- 高雄市 : 形而上, 108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94-07-4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

畫學習實錄. 107 年度 /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編輯 .-- 一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810 .-- 121

面 ; 20X22 公分  .-- ISBN 978-986-

5444-13-6 (精裝) NT$360  

1.藝術教育 2.人才 3.培養  903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9 / 游文玫等編輯 .-- 臺北市 : 畫

廊協會, 10810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74-0-5 ( 精 裝 ) 

NT$8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4.

藝術評論  906.6  

臺藝大美碩班會刊. 二 0 一九第十二

期 / 陳貺怡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

藝大美術系, 10810 .-- 26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11-1-7 (平裝)  

1.藝術 2.文集  907  

齊白石的一生 / 張次溪原著 ;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0 .-- 32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60) .-- BOD 版  .-- ISBN 978-957-

8924-71-0 (平裝) NT$390  

1.齊白石 2.藝術家 3.傳記  909.887  

藝術絲路 : 臺灣藝術家訪談錄 / 廖春

鈴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

術館, 10811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1-1 ( 平 裝 ) 

NT$450  

1.藝術家 2.訪談 3.臺灣  909.933  

音樂 

*<<鳳鳴高岡>>文大國樂五十周年

特刊 / 邱婷文字編輯 .-- 臺北市 : 文

化大學國樂系, 10809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644-2-7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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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樂 2.文集  910.107  

創作報告 : 原住民、客家、跨界、

芭蕾舞劇與電影 / 陳樹熙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陳樹熙, 10809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0-

6 (平裝) NT$600  

1.音樂創作 2.樂曲分析 3.文集  

910.7  

百年追想曲 : 歌謠大王許石與他的

時代 / 黃裕元, 朱英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08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90-9-2 ( 平 裝 ) 

NT$450  

1.許石 2.音樂家 3.作曲家 4.臺灣傳

記  910.9933  

歌謠交響 : 許石創作與採編歌謠曲

譜集 / 黃裕元, 朱英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08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00-7 ( 平 裝 ) 

NT$480  

1.民俗音樂 2.樂譜 3.臺灣  913.533  

夢想路上,遇見防彈與 36 位哲學家 / 

車玟周作 ; 莫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05-6-7 

(平裝) NT$320  

1.歌星 2.流行音樂 3.哲學 4.韓國  

913.6032  

聖靈的果子 : 司琴者的實戰手冊 / 陳

韵芬, 陳毓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韵芬, 10809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4-7 (平裝)  

1.鋼琴 2.伴奏法  917.105  

布農族人的歌.樂.與生命 : 一部建立

於音樂普查基礎之上的布農族音樂

行為分析與文化詮釋 / 曾毓芬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南天, 10810 .-- 7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38-932-

0 (精裝) NT$2800  

1.原住民音樂 2.布農族 3.民族文化  

919.7  

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歌樂即興系

統研究 / 曾毓芬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南天, 10810 .-- 7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38-931-3 ( 精 裝 ) 

NT$2800  

1.原住民音樂 2.賽德克族 3.太魯閣

族 4.民族文化  919.7  

建築 

跨世紀巨大建築工程 / 大衛.麥考利

作 ; 賴柏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樹林, 10812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01-47-7 ( 平 裝 ) 

NT$450  

1.建築物 2.建築工程 3.通俗作品  

920  

奧拉之城 : 台電高雄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成果專輯 / 黃彥穎工作室專案

統籌  .-- 初版  .-- 臺北市  : 台電 , 

10809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04-0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600  

1.公共藝術 2.作品集  920  

中興文創園區國際設計競圖工作營

活動成果集. 2019 / 辜雯華等編審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10809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1-4 

(平裝) NT$5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淡江建築畢業專刊 2O51. 五十一屆 / 

淡江建築第五十一屆畢業生作 .-- 一

版 .-- 新北市 : 淡大建築系, 10810 .-- 

3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736-37-5 (平裝) NT$8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HO!SANAA : 妹島和世+西澤立衛的

溫柔建築風景 / 謝宗哲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53-3 (平裝) NT$499  

1.妹島和世 2.西澤立衛 3.建築師 4.

建築美術設計 5.文集  920.7  

細看建築 : 深度欣賞史上最偉大的

建築 傑作  / 菲力普 .威金森 (Philip 

Wilkinson)作 ; 陳心冕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810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722-65-

1 (精裝) NT$990  

1.建築物 2.建築史  920.9  

現代建築元素解剖書 : 手繪拆解建

築設計之美與結構巧思,深度臥遊觸

發 靈 思  / 安 東 尼 . 瑞 德 福 (Antony 

Radford), 瑟倫.莫爾寇(Selen Morkoç), 

阿 米 特 . 思 瑞 法 斯 特 發 (Amit 

Srivastava)著 ; 張紘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09 .-- 34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408-537-8 (精裝) 

NT$1200  

1.建築美術設計 2.現代建築  921  

京町家 : 京都町家的美感、設計與

職人精神 / 淡交社編集局編 ; 蔡易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

版 : 九歌發行, 10811 .-- 144 面; 21 公

分 .-- (日本再發現 ; 9) .-- ISBN 978-

986-97668-7-6 (平裝) NT$350  

1.建築藝術 2.日本京都市  923.31  

京都美學散步 : 從建築窺見京都生

活細節之美 / 吉岡幸雄著 ; 吳昱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040-2 (精裝)  

1.建築藝術 2.日本京都市  923.31  

杜神父與他的 12 座教堂 : 魯凱與排

灣特色的天主教堂 / 江敬業作 .-- 屏

東市 : 屏縣府, 10809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02-6 (平裝) 

NT$350  

1.教堂 2.宗教建築 3.臺灣  927.4  

居住的文化時空 / 覃彩鑾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1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97-1 (平裝) NT$300  

1.民族建築 2.民族文化 3.少數民族 4.

廣西省  928.2  

日本明治時代初期住屋建築與文化 / 

Edward S. Morse 著 ; 朱炳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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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

094-0 (平裝) NT$800  

1.房屋建築 2.室內設計 3.居住風俗 4.

日本  928.31  

雕塑 

空間魔術師 : 雕塑之都傳奇 / 蕭瓊瑞, 

謝玫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

家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810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282-240-1 (平裝) NT$28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時空中的人性景觀 / 鄭元東作 .-- 雲

林縣虎尾鎮 : 鄭元東, 10809 .-- 6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7-

8 (精裝) NT$5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83 

 

韓旭東雕塑選集 : 我們格式化 / 蕭俊

富 編 輯  .-- 臺 北 市  : 東 之 畫 廊 , 

10810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93990-2-9 (精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篆刻社社員作

品集 創社十一週年專刊 / 丘聖生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中科院篆刻社, 

10810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4-0-5 (平裝) NT$220  

1.印譜  931.7  

復歸於樸 : 黃媽慶個展 / 李文鑫, 林

清鏡專文撰稿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

藝術中心, 108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88-9-2 ( 平 裝 ) 

NT$5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詩與哲學的雕刻 : 深井隆個展 / 深井

隆[作] .-- 臺北市 : 赤粒藝術, 10810 .-

- 64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052-4-0 (精裝) NT$8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臺灣木雕專題展. 2019 : 雕藝.情鄉:

曾進財木雕薪傳展  / 林彥甫總編

輯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

局, 10809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0-02-4 (精裝) NT$5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隱然.之間 : 吳孟璋作品集 / 吳孟璋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吳孟璋 , 

10810 .-- 1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9-9 (平裝) NT$800  

1.石雕 2.作品集  934  

永恆的純真 : 皇.雷普耶斯的什秘花

園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

文化局, 10810 .-- 80 面; 28X29 公分 .-

- ISBN 978-986-5414-06-1 ( 平 裝 ) 

NT$350  

1.版畫 2.水粉畫 3.畫冊  937  

竹城版風 : 十青現代版畫大展 / 林雪

卿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巴黎文

教基金會, 10810 .-- 72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85436-9-0 

(平裝)  

1.版畫 2.畫冊  937  

太康壹壹參陶瓷設計創作執行專案 / 

徐子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809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49-4 (平裝)  

1.陶瓷工藝 2.藝術設計學 3.藝術評

論  938  

直心 : 阮俊隆柴燒創作. 2019 / 阮俊

隆作  .-- 南投縣國姓鄉  : 阮俊隆 , 

10809 .-- 84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062-7 (平裝)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銅光熠彩 : 台灣陶瓷學會特色展 . 

2019 / 王怡惠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陶瓷學會, 108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042-3-5 

(精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臺灣陶藝獎. 2019 / 蔡佳芬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

物館, 10810 .-- 冊 .-- ISBN 978-986-

5413-06-4 (全套:平裝) NT$13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臺灣陶藝獎 : 陶藝新銳獎雙個展 . 

2017 : 胡慧琴 X 盧嬿宇 / 蔡佳芬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歌

陶瓷博物館, 10810 .-- 7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13-08-8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讀景 : 施富錡陶瓷玻璃創作專輯 / 施

富錡著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 

108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03-8 (平裝) NT$200  

1.陶瓷工藝 2.玻璃工藝 3.作品集  

938  

書畫 

入迂上人書畫集 / 新北市南山高級

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南山中學, 108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91-1-7 (平

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台魯名家藝術聯展作品集. 2019 / 吳

真才總編輯 .-- 新北市 : 國家藝術聯

盟, 10810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12-0-8 (精裝) NT$12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台灣國寶牛樟芝藝術展 : 六心方圓 / 

王美玥等作 ; 葉勝輝主編 .-- 花蓮市 : 

勝輝生物科技, 108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840-5-2 (平

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藝海樂遊 : 新北市民公益書畫展 . 

108 年 / 劉秀梅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 10810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41-5-8 

(平裝)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一枝筆搞定的藝術花體字! / 若井美

玲等作 ; 林佳翰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537-9 (平

裝) NT$280  

1.書法 2.美術字 3.英語  942.27  

上善若水 : 張志鴻書法創作專輯 / 張

志鴻作 .-- 臺中市 : 張志鴻, 108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86-3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中山篆千字文 / 黃嘗銘書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微書屋, 10809 .-- 176 面; 

26 公分 .-- (真微書屋叢書) .-- ISBN 

978-957-8971-12-7 (平裝) NT$4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林慶文書法 : 抖擻集 / 林慶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810 .-- 

10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7442-7-0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耄園逸筆 : 劉忠男八十書法回顧展 / 

劉 忠 男 作  .-- 臺 中 市  : 劉 忠 男 , 

108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012-2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筆陣墨痕 : 陳豐澤周甲書法創作展 / 

陳豐澤 [作 ] .-- 新北市  : 陳豐澤 , 

10810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049-8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用心寫字 : 黃昭祥書法作品集 / 黃昭

祥作 .-- 南投市 : 傅美淋, 108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96-2 (平裝) NT$7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毫端逸趣 塵外禪風 : 臺灣女書法家

學會暨海外書法家作品大展專輯. 第

三屆 /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著 .-- 新北

市 :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 108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860-4-

9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續古揚新 : 墨海社六人展作品集 / 墨

海社著 .-- 初版 .-- 新竹縣關西鎮 : 墨

海社, 10810 .-- 64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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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95244-1-4 ( 平 裝 )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少兒楷書導習 / 侯興銳編著 .-- 新北

市 : 索引數位, 10809 .-- 18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72-0-1 (平裝)  

1.習字範本 2.楷書  943.9  

蔣夢龍楷書千字文 / 蔣夢龍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書會 , 

1081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0-8 (平裝) NT$400  

1.習字範本 2.楷書  943.9  

山水真如曾得標任運膠彩畫邀請展. 

2019 / 曾得標作 .-- 臺中市 : 印刷, 

10810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254-32-8 (平裝) NT$350  

1.膠彩畫 2.畫冊  945.5  

世界的東方想像.彩墨畫家看世界 : 

國際彩墨畫展專輯 / 劉國松等作 .-- 

臺北市 : 師大, 10809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3-01-5 (平裝) 

NT$3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聯展作品

集 / 林麗秋主編 .-- 新北市 : 新北市

廣福書畫推廣協會, 10810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17-0-3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水彩畫 3.畫冊  945.5  

四季平安 : 廖慶章傳統彩繪作品集 / 

李國殿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鯤鯓代

天府, 10809 .-- 120 面; 25X26 公分 .-- 

(南鯤鯓藝文叢書 ; 19) .-- ISBN 978-

986-97089-7-5 (精裝) NT$800  

1.中國畫 2.傳統藝術 3.畫冊  945.6  

老松千年綠 : 鐘俊雄 81 回顧展 / 鐘

俊雄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 

108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4-05-4 (平裝) NT$300  

1.膠彩畫 2.畫冊  945.6  

拙筆任逍遙 : 戴武光的花鳥語彙 / 黃

楚宣執行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

局, 10810 .-- 1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07-7 (精裝) NT$1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荷 : 任文東展 / 任文東, 寶吉祥藝術

中心, 柏謝爾.瑪庫(Bashir Makhoul)文

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寶吉祥, 

10810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85606-6-6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細看人生 : 馮永基 / 馮永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名山藝術, 10809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5773-3-5 (精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陳陽熙的心象藝術世界  / 陳陽熙

[作] .-- 二版 .-- 桃園市 : 陳陽熙, 

10810 .-- 184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0-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暗香幽月 : 林穎英作品輯 / 林穎英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施金輝文

化藝術基金會, 108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23-1-8 (精

裝) NT$1200  

1.膠彩畫 2.攝影 3.畫冊  945.6  

若冲百年巡禮 : 在真實與想像之間,

走進江戶天才畫家的奇想世界 / 狩

野博幸監修 ;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0 .-- 176 面; 26

公分 .-- (粋 ; 4) .-- ISBN 978-986-508-

037-2 (平裝)  

1.東洋畫 2.畫冊  946.1706  

舒心流動畫 : 零失敗的療癒繪畫 / 王

智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08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3-108-2 (平裝) NT$420  

1.繪畫技法  947.1  

數學圖形素描教室 : 用旋轉曲面、

多面體、拓樸形狀來創作!結合數學

與美學的全新領域 / 瑞慶山香佳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81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2-5 (平裝)  

1.素描 2.幾何作圖 3.繪畫技法  

947.16  

*心之所向-傾聽山林海風的聲音 : 王

娟娟風景畫作品集 / 王娟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王娟娟, 10808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2-9 

(平裝) NT$600  

1.風景畫 2.畫冊  947.32  

3 分鐘手繪 Q 萌貓 : 貓奴們!來幫貓

主子畫畫吧 / 朴秀美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658-241-7 ( 平 裝 ) 

NT$360  

1.動物畫 2.繪畫技法  947.33  

360°無死角解析 : 漫畫角色設計入門 

/ 藤井英俊監修 ; 蘇聖翔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8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905-3-6 (平裝) NT$480  

1.漫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1  

Fudafudak 閃閃發亮之地 / 林莉菁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811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01-

891-4 (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上吧!漫畫達人必修課. 華美古風篇 / 

C.C 動漫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812 .-- 1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7-544-7 ( 平 裝 ) 

NT$32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

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810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248-6 (第 23 冊 :平裝 ) 

NT$300  

1.漫畫  947.41  

萬能打工雞 : 奧樂雞的大逃亡 / 掰掰

啾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0 .-- 168 面; 21 公分 .-- (catch ; 

247) .-- ISBN 978-986-5406-12-7 (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漫畫 X 專業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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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09 .-- 216 面; 26 公分 .-- (CCC 創

作集 ; 39) .-- ISBN 978-986-5432-00-3 

(平裝)  

1.漫畫  947.41  

The story of shapes : when shaping 

shapes / Cindy Wang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810 .-- 56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97392-7-6 (平裝) NT$460  

1.插畫 2.動物畫 3.畫冊  947.45  

手的繪製訣竅 : 動畫導演.神志那弘

志的人體部位插畫講座 / 神志那弘

志作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0 .-- 1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01-374-6 ( 平 裝 ) 

NT$40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手部動作舉止插畫姿勢集  / Hobby 

Japan 作 ; 林廷健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 10810 .-- 160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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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9559-23-2 (平裝附光碟

片) NT$38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太陽和月亮躲在門裡 / Cindy W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810 .-- 56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7392-6-9 (平裝) 

NT$460  

1.插畫 2.美術字 3.漢字  947.45  

用無輪廓線技法繪出溫暖畫風 : 變

形 x 材質 x 立體感 x 顏色 / Amelicart

著 ; 黃嫣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0-1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西川伸司設計作品集 / 西川伸司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

文化, 10812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2-3 ( 平 裝 ) 

NT$400  

1.插畫 2.畫冊  947.45  

The images left behind / 許聖泓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許聖泓, 10809 .-- 1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7051-

1 (精裝) NT$800  

1.繪畫 2.畫冊  947.5  

中華民國環保法治繪畫比賽專輯 / 

黃明志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中華民國公道正義協會, 108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1-0-

3 (精裝) NT$800  

1.繪畫 2.畫冊  947.5  

行.憶.傳.寫 : 陳素真西畫薪傳展 / 陳

素真作 ; 黃錚蕙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811 .-- 104 面; 25X26

公分 .-- (竹塹藝術家薪火相傳系列 ; 

72) .-- ISBN 978-986-5421-05-2 (平裝) 

NT$3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杜假想故事集 / 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66-5 (平裝) 

NT$700  

1.繪畫 2.畫冊  947.5  

美少女美術史 : 迷倒眾生的究極之

美 / 池上英洋, 荒井咲紀作 ; 何姵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0-8 (平裝) NT$380  

1.西洋畫 2.藝術評論  947.5  

美少年美術史 : 挑動人心的祕密慾

望史 / 池上英洋, 川口清香作 ; 何姵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29-2 (平裝) NT$380  

1.西洋畫 2.藝術評論  947.5  

祖孫情 / 楊桂惠, 李元寧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普林特印刷, 10809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23-9-

5 (平裝) NT$300  

1.繪畫 2.畫冊  947.5  

原創袁創 : 袁國浩創作集 / 袁國浩

作 .-- 臺中市 : 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108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04-7 (精裝) NT$6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翻轉抽象表現新思維 : 之間 張國信. 

2019 / 張國信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張國信, 10810 .-- 1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43-6 (精裝) 

NT$6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曠野的溫柔 : 黃華真個展 / 黃華真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810 .-- 1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8-1 (精裝) NT$12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水彩解密. 5,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 

洪東標, 謝明錩, 黃進龍編審 .-- 初

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 10810 .-- 

248 面; 26 公分 .-- (名家創作 ; 5) .-- 

ISBN 978-986-98113-0-9 ( 平 裝 ) 

NT$8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活水 : 桃園國際水彩雙年展. 2019 / 

郭明福, 黃進龍策展 .-- 桃園市 : 桃

市文化局, 10809 .-- 19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02-2 (平裝) 

NT$6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美哉臺灣 :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會

員. 2019 / 林仁山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10809 .-- 102

面 ;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

82312-8-3 (平裝) NT$9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彩.逸 : 2019 國際水彩展暨第三屆臺

灣水彩創作獎  / 黃進龍等編輯委

員  .-- 臺北市  : 臺灣水彩畫協會 , 

10810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129-4-6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曹林老木 / 曹登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曹登雄, 10810 .-- 12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9-5 (精

裝) NT$30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秋色篇 / 洪

東標, 溫瑞和, 張宏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 10810 .-- 248 面; 

26 公分 .-- (專題精選 ; 3) .-- ISBN 

978-986-98113-1-6 (平裝) NT$8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心.山水 : 廖芳乙作品集 / 廖芳乙

作 .-- 臺中市 : 廖芳乙, 10810 .-- 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087-

0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日常微光 : 柯適中作品集. 2019 / 柯

適中創作 ; 李明俊策劃主編 .-- 彰化

縣彰化市 : 彰化生活美學館, 10810 .-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37-05-3 (平裝)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時光漫漫  : 傅鈺創作個展  / 傅鈺

[作 ] .-- 初版  .-- 桃園市  : 傅鈺 , 

10810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80-1 (平裝)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悠游藝海 : 劉同仁的繪畫世界 / 劉同

仁作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09 .-- 200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0-00-0 (平裝) NT$1800  

1.油畫 2.抽象藝術 3.畫冊  948.5  

愛的行板. II : 倪朝龍作品集 / 吳守

哲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科大 , 

10809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689-82-7 (平裝)  

1.油畫 2.版畫 3.畫冊  948.5  

閾境 : 吳宇棠繪畫創作個展 / 吳宇棠

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吳宇棠 , 

10809 .-- 78 面; 25X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5-5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閾境 : 吳宇棠繪畫創作論述暨作品

輯 / 吳宇棠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吳

宇棠, 10809 .-- 22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4-5 (平裝)  

1.油畫 2.畫冊 3.畫論  948.5  

黨若洪個展 : 老男.雜匯.小神仙 / 余

思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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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 10809 .-- 192 面; 28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2-01-2 

(平裝) NT$12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微光粉彩 / 蘇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林文化, 10810 .-- 1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83-107-5 (平裝) 

NT$420  

1.粉彩畫 2.繪畫技法  948.6  

城市旅行速寫!法國 : 11 種鋼珠筆基

本技法教學+繪圖順序建議,新手也

能現學現畫 / 林倩誼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朱雀文化, 10810 .-- 216 面; 19

公分 .-- (Hands ; 58) .-- ISBN 978-986-

97710-7-8 (精裝) NT$360  

1.原子筆 2.風景畫 3.繪畫技法  

948.9  

她的抽象 / 余思穎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809 .-- 2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7-4 

(精裝) NT$1000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旅行漬物 : 謝其昌作品集. 5 / 謝其昌

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畫屏廣告設計, 

10810 .-- 1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4784-4-1 (平裝) NT$1000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心的視界 : 柯錫杰的攝影美學(玖齡

復刻版) / 柯錫杰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810 .-- 184 面; 24 公

分 .-- (tone ; 33) .-- ISBN 978-986-

5406-13-4 (平裝) NT$280  

1.攝影美學 2.攝影集  950.1  

超越影像「此曾在」的二次死亡 / 

游本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游本寬, 

10810 .-- 1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5-2 (平裝) NT$300  

1.攝影美學 2.藝術哲學  950.1  

臺灣近代攝影藝術史概論 / 姜麗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

674-4 (平裝) NT$650  

1.攝影史 2.臺灣  950.933  

臺灣近代攝影藝術史概論. 1850 年

代至 2018 年 / 姜麗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8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1-2-4 

(平裝) NT$650  

1.攝影史 2.臺灣  950.933  

超神!輕鬆成為 Line 貼圖達人 : 神奇

繪法 x 上架教學 x 銷售分析 x 行銷

秘訣 / 林立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429-1 (平裝)  

1.電腦繪圖 2.插畫 3.LINE 4.行銷策

略  956.2  

動畫師的線稿設計教科書 / RIKUNO

作 ; 邱心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811 .-- 38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77-536-2 ( 平 裝 ) 

NT$520  

1.動漫 2.電腦繪圖 3.繪畫技法  

956.6  

舞蹈風情 :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攝影

專輯. 107 學年度 / 林千洳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 

10808 .-- 18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2-0 (精裝) NT$300  

1.攝影集 2.舞蹈  957.9  

Winter snack / Huang Sheng Ming, Tsai 

Yenen[作 ] .-- 臺北市  : Bear Lake, 

108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6-0-5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大地詩篇 澎湖之美 / 李明宗作 .-- 初

版  .-- 澎 湖 縣 馬 公 市  : 李 明 宗 , 

10810 .-- 1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6973-7 (精裝) NT$2200  

1.攝影集  958.33  

山林台灣 / 羅旭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心恩, 10810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46-1-0 ( 平 裝 ) 

NT$700  

1.攝影集  958.33  

絕對.詩學 : 柯錫杰玖齡影像藝術展 / 

楊同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

館, 10810 .-- 1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7-12-1 (平裝) NT$900  

1.攝影集  958.33  

劉浣青攝影集 / 劉浣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劉浣青, 10809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7-6 (精

裝) NT$450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池田亮司 : Ryoji Ikeda / 余思穎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810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4-2 (平裝) NT$450  

1.裝置藝術 2.數位藝術 3.作品集  

960  

池田亮司 : 連續統 / 瑪薩拉.利斯塔

(Marcella Lista)等著 ; 林宏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8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12-13-5 (精裝) NT$1800  

1.裝置藝術 2.數位藝術 3.藝術評論  

960  

後真實 : 林昶戎個展作品集 / 林昶戎

作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大學美術

系, 10809 .-- 9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323-0-4 (精裝) NT$600  

1.裝置藝術 2.作品集  960  

後真實 : 林昶戎創作論述 / 林昶戎

作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大學美術

系, 10809 .-- 7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323-1-1 (精裝) NT$600  

1.林昶戎 2.學術思想 3.裝置藝術  

960  

色彩情感演繹與實作 / 郭文貴著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8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59-22-5 

(平裝) NT$600  

1.色彩學  963  

配色寶典 : 用 9 大色系放膽配!教你

這樣配色配上心頭! / 久野尚美, フ

ォルムス色彩情報研究所作 ; 許懷

文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811 .-- 2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461-197-3 (平裝) NT$400  

1.色彩學  963  

品牌的秘密 : CIS 企業識別設計 / 許

世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世紀美

學,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設計

藝術 ; 1) .-- ISBN 978-986-98345-2-0 

(平裝) NT$320  

1.企業識別體系 2.品牌 3.視覺設計  

964  

煙畫三百六十行 / 漢聲雜誌社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8-

553-3 (平裝) NT$810  

1.商業美術 2.廣告作品 3.蒐藏品  

964  

CI 設計 / 黃靜, 謝蔚莉, 梁佳韻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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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 .-- 3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1-944-5 ( 平 裝 ) 

NT$550  

1.商標設計 2.企業識別體系  964.3  

老月份牌廣告畫 / 張燕風作 .-- 五

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冊 .-- 上卷,論述篇;下卷,圖像篇 .-- 

ISBN 978-957-588-558-8 (全套:平裝) 

NT$1800  

1.海報 2.平面廣告 3.商業美術  

964.4  

版型研究室  / 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 著 ; 莊雅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 出版  : 大 雁文 化發 行 , 

108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54-0 (平裝) NT$399  

1.平面設計 2.版面設計  964.6  

手打中國結 /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88-

556-4 (精裝) NT$810  

1.編結  966.5  

分解設計。空間設計的文法 20 關鍵 

/ 馬靜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

文創, 10810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578-6-7 ( 精 裝 ) 

NT$52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技術美學  

967  

拼出最有愛的家 : 帶著 Cookie,拼湊

出溫暖的家 / 舍子美學設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幸福空間, 108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1576-9-8 (平裝) NT$380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 必打卡網

紅店鋪設計 500 / 漂亮家居編輯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40 面; 24 公分 .-- (Ideal home ; 63) .-- 

ISBN 978-986-408-543-9 ( 平 裝 ) 

NT$45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商店設計  

967  

春池玻璃美學 : 技藝、生活、文化、

循環經濟 / 劉秋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 10809 .-- 12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4-488-5 (平裝) 

NT$900  

1.玻璃工藝 2.文化  968.1  

曾天漢玻璃創作個展 / 曾天漢著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8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02-

1 (平裝) NT$200  

1.玻璃工藝 2.作品集  968.1  

白銀照耀的世紀 : 歐洲銀器的三百

年輝煌之路 / 高眾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296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459-209-8 ( 精 裝 ) 

NT$1200  

1.金屬工藝 2.金銀工 3.歐洲  968.5  

技藝 

初學者 ok.美麗浮游花設計手帖 : 親

手作 65 款不凋花 x 乾燥花植物標本

&香氛蠟 / 主婦與生活社著 ; Miro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

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810 .-- 112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69) .-- ISBN 978-

986-98112-1-7 (平裝) NT$350  

1.花藝  971  

瓶史解析 / (明)袁宏道原著 ; 黃永川

譯述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花藝, 

10809 .-- 148 面; 21 公分 .-- (花藝學

叢書 ; 1) .-- ISBN 978-957-9155-64-9 

(平裝) 225  

1.花器 2.花藝 3.歷史 4.中國  971.3  

摺出宇宙 : 給孩子的第一本太空探

索摺紙書 / 麗塔.福爾克(Rita Foelker)

作 ; 朱曉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1 .-- 64 面; 26 公分 .-- 

(小魯遊戲繪本) .-- ISBN 978-986-211-

972-3 (平裝) NT$580  

1.摺紙  972.1  

剪花娘子庫淑蘭 / 漢聲雜誌編輯部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809 .-- 冊 .-- ISBN 978-957-588-554-

0 (全套:平裝) NT$900  

1.剪紙  972.2  

如何成為侍茶師 : 跟著池宗憲學餐

茶 / 池宗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 108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8-036-5 ( 平 裝 ) 

NT$750  

1.茶藝 2.茶葉  974  

茶路 : 府城茶人錄 / 黃博郎總主筆 .-

- 臺 南 市  : 台 南 市 茶 藝 促 進 會 , 

10810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00-0-3 (平裝) NT$720  

1.茶藝 2.茶葉 3.文化 4.人物志  974  

唯心茶道 / 黃淑汝作 .-- 臺中市 : 唯

心宗南天文化院 ; 南投縣草屯鎮 : 唯

心聖教茶道班, 10809 .-- 1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088-38-4 (平

裝)  

1.茶藝  974  

戲劇 

At Full : 劇場燈光純技術 / 高一華, 

邱李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技

術劇場協會, 10809 .-- 23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2721-6-3 (平裝) 

NT$500  

1.舞臺燈光 2.劇場藝術  981.35  

短暫的永恆 : 丹尼爾.梅古奇的導演

絮 語  / 丹 尼 爾 . 梅 古 奇 (Daniel 

Mesguich)著 ; 洪儀庭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書林, 10811 .-- 192 面; 23 公

分 .-- (愛說戲 ; 29) .-- ISBN 978-957-

445-867-7 (平裝) NT$250  

1.劇場 2.藝術哲學 3.戲劇史 4.法國  

981.942  

在流放地的影像 : 聞海電影研究 / 曹

愷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傾向, 

108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6-0-7 (平裝) NT$299  

1.聞海 2.電影導演 3.紀錄片 4.影評  

987.31  

網路影片拍攝與製作 / 李明海, 王力, 

王澤鈺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4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1-948-3 

(平裝) NT$700  

1.數位影音處理 2.錄影製作  987.4  

與神片同行 : 走過韓影黃金二十年 / 

黃孝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遊

讀會, 10810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59-2-8 ( 平 裝 ) 

NT$420  

1.電影 2.產業發展 3.韓國  987.7932  

若有來生 / 文昌龍著 ; 馮燕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260 面; 20 公分 .-- (mark ; 151) .-- 

ISBN 978-986-5406-18-9 ( 平 裝 ) 

NT$350  

1.紀錄片  987.81  

千年女優之道 / 今敏著 ; 焦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09 .-- 

288 面; 21 公分 .-- (Origin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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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13-7958-6 ( 平 裝 ) 

NT$380  

1.動畫  987.85  

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生物 /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著 ; 鍾嘉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49-6 (精裝)  

1.動畫  987.85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

際論壇論文集. 2019 第 21 屆 / 中華

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 臺北市 : 

戶外遊憩學會, 10809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593-9-1 (平

裝) NT$500  

1.休閒活動 2.休閒心理學 3.旅遊 4.

文集  992.07  

觀光行政與法規 / 楊正寬著 .-- 十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809 .-- 

416 面; 26 公分 .-- (觀光旅運叢書) .-- 

精華版  .-- ISBN 978-986-298-332-4 

(平裝) NT$480  

1.觀光行政 2.觀光法規  992.1  

名人代言人可信度對旅遊目的地品

牌資產的影響研究 / 沈雪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 

10810 .-- 2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57-680-363-5 ( 平 裝 ) 

NT$380  

1.旅遊業管理 2.品牌行銷  992.2  

海洋休閒遊憩管理 / 莊慶達, 蕭堯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809 .-- 272 面; 23 公分 .-- (休閒遊

憩系列) .-- ISBN 978-986-298-331-7 

(平裝) NT$320  

1.旅遊業管理 2.海洋 3.休閒活動  

992.2  

區域旅遊創新發展理論與實踐研究 / 

張毓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6-4 

(平裝) NT$500  

1.旅遊業管理 2.區域研究 3.中國  

992.2  

讓世界旅人看見台灣 : 地方創生 X

觀光創新的 12 堂課 / 台灣觀光策略

發展協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商務,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5-3234-0 ( 平 裝 ) 

NT$360  

1.觀光行政 2.休閒產業 3.個案研究  

992.2  

*領隊操作實務. 北歐極光篇 / 吳偉

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國際觀

光休閒商業協會, 10810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23-0-3 (平

裝) NT$350  

1.領隊 2.北歐  992.5  

圍棋教材 / 蔡國忠作 .-- 臺中市 : 棋

道 文 化 出 版  : 阿 提 拉 國 際 發 行 , 

10808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497-9-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80  

1.圍棋  997.11  

學富五車 : 趣味成語接龍遊戲. 初級

版 / 林培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811 .-- 212 面; 21 公分 .-

- (潛力非凡 ; 6) .-- ISBN 978-986-

98057-3-5 (平裝) NT$220  

1.益智遊戲 2.成語  997.4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 吳長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4-

6725-2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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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965-84-5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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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965-87-6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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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965-85-2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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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965-86-9 (第 1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數學腦大進化 : 訓練孩子思考能力

的超好玩數學遊戲 / 高濱正伸著 ; 張

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8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654-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1.數學遊戲  997.6  

激發潛能!數字推理遊戲 145 / 權老

師(Kidoong Kwon)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64-9 (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阿神大推薦! : 必玩 100 款 Minecraft

地圖金殿堂 / 林昱銓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812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0-8757-3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超級攻略都在這!Minecraft 最強技巧

玩法 888 個 / Project KK 作 ; 王育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0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10-

8742-9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乾 燥 花 精 油 香 氛 蠟 燭  / MAYBES 

AROM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08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168-7 (平裝)  

1.蠟燭 2.勞作  999  

鋼彈兵器大觀. 機動戰士鋼彈 F91 篇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孫豐澤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8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01-45-3 (平裝) NT$38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保存生活 : 漢寶德談鄉土與藝術 / 漢

寶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

家庭,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57-51-6 ( 平 裝 ) 

NT$350  

1.鄉土藝術 2.文集  999.07  

翻糖黏土創意蛋糕 / 臺灣國際心手

藝推廣協會師資群作 .-- 初版 .-- 南

投縣草屯鎮 :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

協會, 10812 .-- 84 面; 30 公分 .-- (手

作系列) .-- ISBN 978-986-92446-1-9 

(平裝) NT$50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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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l of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Prosperous Taipei, Majestic 

Legitimacy. A/editor in chief Meng 

Ling-Shih et al. .-- 臺北市 : 臺北地檢

署,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03-0 (PDF)  

Annal of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Prosperous Taipei, Majestic 

Legitimacy. B/editor in chief Meng 

Ling-Shih et al. .-- 臺北市 : 臺北地檢

署,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04-7 (PDF)  

Taiwan at a Glance. 2019-2020/editors 

May Tseng et al.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0-7 (平裝) NT$70  

Towards a Sustainable Taiwan: 

Summary National Spatial Plan/editor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臺北市 : 內

政部, 10809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01-1 (精裝)  

ㄚ弟ㄚ妹來講客/邱馨儀, 魔數電腦

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教材編寫 .-- 二

版  .-- 桃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11-06-

0 (全套:平裝)  

一本初心/游淑真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就業服務處, 10809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6-7 (平

裝)  

八罩島的人文與自然對話/蕭志榮主

編 .-- 初版 .-- 澎湖縣 : 澎縣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 10810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7-01-6 (平裝)  

大專校院美食街等小型餐飲店餐飲

從業人員衛生自主管理工作手冊/陳

元科, 陳淑惠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809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4-10-5 (平裝) NT$45  

中華民國運動統計. 108 年/教育部體

育署編 .-- 臺北市 : 體育署, 10810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44-03-7 (平裝) NT$150  

永安街 100 號教室: 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的附小教學實錄/鮑明鈞, 連安

青總編輯 .-- 花蓮縣 : 東華大學附小, 

108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30-1-2 (平裝)  

市定古蹟臺灣府儒考棚修復暨再利

用工程工作報告書/林志成建築師事

務所撰稿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

處, 10809 .-- 8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07-8 (平裝)  

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得獎作

品集. 第四屆/大頭馬(王亦馨), 祁雯, 

駱婧作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戲劇暨表演研究室,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215-2-0 (EPUB)  

全穀雜糧真正棒 天天都吃真健康/蕭

清月等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3-6 (平裝附光碟片)  

全穀雜糧健康飲食/蕭清月等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12-04-3 (全套:精裝

附光碟片)  

全穀雜糧尋寶趣 /蕭清月等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02-

9 (精裝附光碟片)  

河岸學府 Fun 光明: 桃園市光明國小

20 週年紀念特刊/李明宗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光明國小, 10810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1-03-9 (平裝)  

金針度人: 玄覽論壇論文集. 第六屆/

曾淑賢主編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09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78-675-4 (平裝)  

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司

法 院 編 輯  .-- 臺 北 市  : 司 法 院 ,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431-02-

0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431-

03-7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31-04-4 (全套:平裝)  

表演藝術年鑑. 2018/表演藝術聯盟

編輯; 黎家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37-07-7 (PDF)  

表演藝術領導力/Tobie S. Stein 作; 陳

尚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

大學,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8264-0-2 (PDF) NT$380  

花蓮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社區成果集. 

107 年度/連啓文總編輯 .-- 花蓮市 : 

花縣府, 10809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01-0 ( 平 裝 ) 

NT$390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2 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AE788 班機,ATR72-212A 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6852,於臺

中/清泉崗機場落地時偏出跑道/國家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31-05-1 (PDF)  

高雄電影節節目專刊/黃皓傑策展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電 影 館 , 

10809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00-3 (平裝) NT$50  

國立體育大學競技學院訓練績效彙

編. 107 學年度/劉宸碩等著; 張榮三, 

龔榮堂, 陳光輝主編 .-- 初版 .-- 桃園

市 : 體育大學, 10812 .-- 3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363-0-2 (平裝) 

NT$450  

連江縣統計年報. 第二十一期. 中華

民國一 0 七年/連江縣政府主計處編

輯 .-- 連江縣 : 連縣府, 10810 .--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5-1 

(平裝) NT$660  

情畫馬祖: 郭金昇水彩作品集/吳曉

雲總編輯 .-- 連江縣 : 連縣文化處, 

10809 .-- 9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3-7 (平裝) NT$500  

專業.親民.活力.創新.傳承: 國父紀念

館的省思與策進筆記. 2019/王秉倫

等編輯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 

10809 .-- 2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37-11-4 (平裝) NT$50  

國際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大會手

冊及論文摘要集. 第 25 屆/翁頌舜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資管

系, 108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8-0-0 (平裝) NT$1600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 2019: 

創建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沈碩

彬等作; 劉昱宏主編 .-- 初版 .-- 雲林

縣 : 雲林科大教卓中心, 10809 .-- 3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08-0-

5 (平裝) NT$450  

著作權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智慧局 , 

10809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42-12-5 (平裝) NT$100  

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

國 108 年 1 月至 6 月. 第 78 期/最高

法院編輯  .-- 臺北市  : 最高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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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31-08-

2 (全套:光碟片)  

發現 7Q 品牌行銷系統/劉進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21-0 

(EPUB) NT$350  

稅務生活/葉國居等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地方稅務局, 10809 .-- 3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4-03-0 (第

10 期:平裝)  

微笑基隆成果小冊/基隆市政府都市

發展處,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府, 

10809 .-- 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17-01-7 (平裝)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摘要集. 2019 年: 智慧科技在

運 動 休閒 餐旅 產業 的應用 與 發展

/2019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編審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3-00-8 (PDF)  

臺北市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成果發表會手冊. 幼兒

園組. 第二十屆/鄭玉玲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2-10-4 (光碟片) NT$400  

臺南市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 107 年/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 臺南市 : 南

市府, 10809 .-- 7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5-06-8 (平裝附光碟

片)  

寫一首自家个詩/何卿爾著 .-- 臺中

市 : 中市客委會, 10811 .-- 20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2-2 (精

裝) NT$300  

數位串聯城鄉共好: 偏鄉數位關懷推

動計畫成果專刊/國立東華大學數位

文化中心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8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4-12-9 ( 平 裝 ) 

NT$15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屏東縣原住民

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建永久屋部落照

護管理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審計部, 10809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1-13-6 (平裝) 

NT$1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我國長期照顧

政策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809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1-06-8 (平

裝) NT$1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花蓮縣原住民

族地區部落簡易自來水設施管理維

護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809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1-12-9 ( 平 裝 ) 

NT$100  

蝶蝶樂: 武林國小常見蝴蝶口袋書/

呂英志等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武

林國小, 10808 .--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3-01-9 (平裝)  

機制.移行.內外: 重建臺灣藝術史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蔡昭儀主編; 王聖

智翻譯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37-06-0 (PDF)  

藝聚.人匯/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縣 : 

東縣文化處,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19-04-2 (全套:平裝)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POWER)數學. 2, 教學講義/黃峻棋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17-982-6 (平裝) NT$325  

(SUPER)數學. 2, 教學講義/黃森山等

編著; 許志農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1 .-- 2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217-983-3 ( 平 裝 ) 

NT$325  

(月考王)國文. 1/全國名師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09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7-

984-0 (平裝) NT$150  

108 課綱升科大四技數學. C. 第一冊: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曾國旭, 陳建方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17-6 (平裝)  

80/20 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分則篇

>>/柳震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8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4-9 ( 平 裝 ) 

NT$600  

Excel VBA 基礎必修課: 商管群最佳

程式設計訓練教材(適用 Excel 2019-

2010)/蔡文龍, 張志成編著; 吳明哲編

校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82-2 (PDF) NT$350  

EZ100 高中地理. 第一冊: 108 課綱、

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周鴻海等

編著; 周明總編輯 .-- 臺北市 : 華逵

文教科技, 10809 .-- 2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48-071-5 ( 平 裝 ) 

NT$240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s with ANSYS 

workbench 2019/李輝煌作 .-- 初版二

刷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6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38-8 (精裝附光碟片) NT$880  

Genius English. 5a, student 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0-7 (平裝)  

Genius English. 5a, work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3-8 (平裝)  

Genius English. 5b, student 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1-4 (平裝)  

Genius English. 5b, work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4-5 (平裝)  

Genius English. 5c, student 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2-1 (平裝)  

Genius English. 5c, workbook/Lisa M. 

W.[編]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8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41-975-2 (平裝)  

Hi wonders advanced children's English/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乂迪生科技,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306-2-1 (第 1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

98306-3-8 (第 2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98306-4-5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98306-5-2 

(第 4 冊:平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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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wonders super children's English/乂

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乂迪生科技,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202-8-8 (第 1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98202-9-5 

(第 2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98306-0-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98306-1-4 

(第 4 冊:平裝) NT$320  

Java RWD Web 企業網站開發指南: 

使用 Spring MVC 與 Bootstrap/曾瑞

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76-1 (PDF) NT$476  

Kidsabc activity book. 2/senior editor Jo 

Hsiao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0809 .-- 2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338-6 (平裝)  

Kidsabc class book. 2/senior editor Jo 

Hsiao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0809 .-- 4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337-9 (平裝)  

Kidsabc storybook. 2/senior editor Jo 

Hsiao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08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41-339-3 (平裝)  

LBD science. 6, optics/Patricia Lee[主

編]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0810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2-91-6 (平裝)  

NEW HOPE 長笛教材: 弦樂團體班

專用教材 長笛. 第一冊/陳永展作 .-- 

高雄市 : 陳永展, 108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63-4 (平

裝) NT$380  

NEW HOPE 爵士鼓教材: 團體班專

用教材 爵士鼓. 第一冊/陳永展作 .-- 

高雄市 : 陳永展, 108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3-1 (平

裝) NT$380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3, 

long vowels and blends/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 臺北市 : 敦煌, 

108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606-880-5 (平裝)  

Real and complex analysis/by Walter 

Rudin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0810 .-- 4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341-423-0 (平裝)  

SPM 動力機械: 進階-派對遊樂園/貝

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貝登堡智能, 10809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39-37-6 

(平裝)  

Unique starters: four practise tests for 

pre A1 starters/Michael Simek, Brian 

Day, Ping Loska 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瀀尼課國際, 108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09-0-4 (平

裝) NT$480  

WeDo 2.0 生活科技機器人: 程式創

作家 D/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貝 登 堡 智 能 , 

10809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9039-38-3 (平裝)  

Writing in action. 2/ .-- 臺北市 : 雙向

文化, 10812 .-- 1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750-22-0 (平裝)  

乙級車床: CNC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

術科題庫解析/楊振治, 陳世斌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03-252-4 (平裝)  

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58-6 (平裝)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

機械設計製圖 /Win Cad 工作室編

著 .-- 十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6-1 (平裝) NT$660  

大考國文寶典: 98-108 年 學測+指考 

最新閱讀理解題庫+解析/鄭慧敏等

合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810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5-00-4 (平裝) NT$300  

土地登記: 申論題庫詳解. 109 版/蕭

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4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2-2 (平裝) NT$520  

大數據分析 Excel Power BI 全方位應

用/謝邦昌等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277-8 (PDF) NT$378  

中文真棒 . 2(簡體字版 )/葉紹蘋等

編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0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

9502-68-9 (平裝)  

內外科護理學 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

徐珮瑜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35-8 (平裝) NT$300  

中年級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思達

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271-2-6 (全套:

平裝)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楊銘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6-6 (平裝)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著 .-- 

六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810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30-1-

3 (平裝) NT$450  

水利工程國家考試. 102-106: 試題詳

解/九樺出版社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0810 .-- 6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75-2-3 (平裝) NT$700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

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含解析/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 八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18-3 (平

裝)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外語群、資電

類、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含

解析/致勝研究室編著 .-- 八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6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16-9 

(平裝)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

實習. II, 升學寶典含解析/林政煌, 郭

欣, 王鑫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0809 .-- 4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55-922-0 (平裝)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基

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含解析/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0809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0-6 (平裝)  

中級會計學/鄭泓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04-3 (上

冊:平裝) NT$500  

中級會計學霸/鄭泓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59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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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03-6 

(上冊:平裝) NT$500  

中級嬰幼托育師-術科/DCMP 國際專

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峰世展望, 10811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3-1-0 

(平裝)  

中級嬰幼托育師-學科/DCMP 國際專

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峰世展望, 10811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3-0-3 

(平裝)  

公務員法(概要)/薛進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499-2 (平裝) NT$480  

心 理學 (包 括諮 商與 輔導 )/喬伊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0-8 (平裝) NT$620  

比較政府與政治: 讀.解/郭雋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3-5 (平裝) NT$500  

日語會話. I/許曼莉等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7-

5 (平裝)  

用 Python 快速上手資料分析與機器

學習/寺田學等作;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295-2 (PDF) 

NT$350  

必考!新日檢 N5 全科擬真試題+完全

解析/本間岐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1 .-- 2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138-46-8 ( 平 裝 ) 

NT$300  

民法(申論題)/裕樹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88-3 (平

裝) NT$680  

民法-條文&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 

10809 .-- 5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4-4 (平裝) NT$450  

民法物權編概要. 109 版/顏台大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5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9-2 (平裝) NT$580  

立法程序與技術/邱顯丞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09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496-1 (平裝) NT$480  

民事訴訟法/林翔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4-

6 (平裝) NT$530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林翔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3-9 (平裝) NT$530  

民事訴訟法: 條文&概念說明/宋定翔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4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0-2 (平裝) NT$380  

民事訴訟法爭點即時通 /理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0810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7684-9-8 (平裝) NT$680  

生物學歷屆試題真詳解 2.0. 105-108

年/黃彪著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0809 .-- 4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10-4-3 (平裝) NT$600  

司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09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4-9 (平裝) NT$680  

司特: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韋伯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7-7 (平裝) NT$530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科

友, 10809 .-- 4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31-1 (平裝)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10 .-- 2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234-2 (平裝) 

NT$290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學術科

通關寶典/張淑芬, 盧昭伶, 楊舜銘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9-9 (平裝)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54-8 (平

裝)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張淑芬編

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09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19-0 (平裝)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張弘智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09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32-8 (平裝)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

科題庫解析/李長智, 蔡易達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10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

235-9 (平裝) NT$250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科題庫工作

項目解析/連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編

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5-923-7 (平裝)  

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

庫解析/楊正祥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08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33-5 (平裝)  

台電企業管理. 109 版/公孫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8-

5 (平裝) NT$600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 4500 單字/賴

素如策劃編著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

社, 108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428-6-3 (平裝) NT$300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陸冠奇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809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0-7 (平裝)  

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 109 版/戴帥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2-8 (平裝) NT$650  

全方位英文文意選填測驗/張勝溢編

著 .-- 修訂 1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8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76-3 (平裝) NT$230  

全方位英文詞彙.克漏字測驗/張勝溢

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809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375-6 (平裝) NT$330  

地方政治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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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10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5-9 (平裝) NT$620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陳介中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599-9 (平裝) NT$600  

刑法(體系+測驗題庫)二合一 速讀本

+解析本/陳介中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810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605-7 (平裝) 

NT$550  

刑法-條文&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 

10809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3-7 (平裝) NT$300  

刑法二合一 速讀本+解析本/陳介中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6-4 (平裝) NT$550  

刑法分則速成/楊律師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0-1 

(平裝) NT$420  

刑事訴訟法-條文&概念說明/保成法

學苑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5-1 (平裝) NT$300  

刑法總則/楊益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瑞興圖書, 10810 .-- 571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57-8815-90-2 (平裝) 

NT$600  

地政士-4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09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3-0 (平裝) NT$580  

地政士: 土地登記(概要)/薛文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4-8 (平裝) NT$580  

地政土地登記-精闢. 109 版/蕭華強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9-3 (平裝) NT$550  

行政法(條文 x 體系 x 概念)/保成法

學苑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9-5 (平裝) NT$550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0809 .-- 冊 .-- ISBN 978-957-464-131-

4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957-464-132-1 (下冊:平裝) NT$450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第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2-5 (平裝) NT$680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司法特考用

/林清編著 .-- 第十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809 .-- 96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061-8 (平裝) 

NT$680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3-2 (平裝) NT$680  

行政法概要: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

林清編著 .-- 第十三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809 .-- 10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091-5 (平裝) 

NT$630  

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許睿元編著 .-

- 九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596-8 (平裝) NT$620  

老師開講 行政法. 上, 正/呂晟編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611-8 (平裝) NT$680  

老師開講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585-2 (平裝) NT$560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名揚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2-

0 (平裝) NT$550  

老師開講 監獄行刑法(含羈押法)/霍

華德編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809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86-9 (平裝) NT$520  

老師解題 民法(申論&測驗 混合題)/

裕樹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7-1 (平裝) NT$320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陳介中

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7-5 (平裝) NT$600  

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申論題)/陳介中

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8-2 (平裝) NT$380  

老師解題 現行考銓制度/郭如意編

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8-7 (平裝) NT$380  

老師解題 強制執行法/施行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7-

0 (平裝) NT$420  

老師解題 監獄行刑法概要(選擇題)/

霍華德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3-2 (平裝) NT$270  

老師解題 監獄學概要(混合題)/霍華

德, 張維軒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87-6 ( 平 裝 ) 

NT$420  

各國人事制度/郭如意編著 .-- 第二

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4-7 (平裝) NT$650  

低年級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思達

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271-1-9 (全套:

平裝)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 2 合

1/柳威廷編著 .-- 第 26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10 .-- 3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538-9 ( 平 裝 ) 

NT$350  

系統性創新技術師證照: 認證試題指

南/饒忻等作 .-- 第一版 .-- 新竹市 :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10809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16-1-

4 (平裝) NT$350  

私藏讀本: 公共管理/張本原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0-9 (平裝) NT$600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9-

4 (平裝) NT$580  

物理高分題庫/千華物理科名師群編

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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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0810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40-6 (平裝)  

肺部感染學/李仁智總編輯 .-- 初版 .-

- 花蓮縣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206-1-5 (PDF)  

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0 版/鄭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810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0-3 ( 平 裝 ) 

NT$580  

兒童發展評估手冊/劉淑惠, 林淑靖

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09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619-0 (平裝) NT$80  

社會企業與青年創業 /黎淑慧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弘揚圖書, 10809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6073-93-9 (平裝) NT$420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成宜, 德

芬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3-8 (平裝)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穆儀, 羅格思, 章

庠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0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5-9 (平裝)  

法學緒論頻出題庫/穆儀, 羅格思, 章

庠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0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4-2 (平裝)  

英文. 2(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黃玟君等編著; 林秀春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0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17-

981-9 (平裝) NT$315  

美式整脊 X 光片脊椎影像學分析診

斷繪圖技術臨床指引口袋書: 多學科

跨界整合、全方位肌骨康復/林威廷

主編 .-- 臺南市 : 旭康國際, 10810 .-- 

2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1057-1-2 (平裝) NT$20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計算機概論). 

2020(106-108 年試題)/張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

706-0 (平裝) NT$3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

所、工管所). 2020(106-108 年試題)/

徐明, 張翔, 楚瀚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09-1 (平

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

所). 2020(106-108 年試題)/張翔, 楚瀚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3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0-7 (平裝) NT$4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

所). 2020(106-108 年試題)/張翔, 楚瀚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2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1-4 (平裝) NT$4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管 理 學 ). 

2020(106-108 年試題)/張承, 張奇, 趙

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09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05-3 (平裝) NT$500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

闢新解/蔡力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3-5 

(平裝)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62-8 (平裝)  

*英美契約法精選案例/姚思遠, 黃心

怡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吳法學

院, 10809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568-81-7 (平裝) NT$900  

*英美侵權行為法精選案例/潘維大

等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吳法學

院, 10809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568-80-0 (平裝) NT$850  

美國脊骨神經矯正醫學臨床技術研

討會臨床指引口袋書: 大數據精準醫

療、互聯網智慧康復/林威廷主編 .-- 

臺南市 : 旭康國際, 10810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1057-2-9 

(平裝)  

前進警大(警佐班)重點+題庫 雙效四

合一/程譯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1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6-3 ( 平 裝 ) 

NT$750  

美髮. I/呂美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08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64-230-4 (平裝)  

音樂. 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林

明慧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2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6714-6 (平裝)  

高中英文文法素養 Easy Go!/許雅惠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25-1 (平裝)  

高考工程數學. 109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1-

7 (平裝) NT$630  

財政學主題式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 

109 版/鄭漢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5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6-6 

(平裝) NT$600  

格鬥!公務員法/良文育成編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 

108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6-9 (平裝) NT$450  

高級嬰幼托育師/DCMP 國際專業托

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峰世展望, 10811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3-2-7 (平

裝)  

*海商法/周和平, 周明道編著 .-- 修

訂 一 版  .-- 臺 北 市  : 倫 悅 企 業 , 

10808 .-- 4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249-4-7 (平裝) NT$450  

高普土地登記-精闢. 109 版/蕭華強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8-6 (平裝) NT$550  

高普考-4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09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2-3 (平裝) NT$580  

高普考: 土地登記(概要)/薛文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3-1 (平裝) NT$580  

高普考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混

合題庫 Q&A. 109 版/顏平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6-

1 (平裝) NT$620  

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09 版/鄭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810 .-- 512 面; 24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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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14-109-7 ( 平 裝 ) 

NT$580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文字復興編輯小組

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0809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01-6-9 (平裝) NT$430  

高普審計學. 109 版/金永勝編著 .-- 

第十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5-3 (平裝) NT$680  

旅運經營學(含概要): 102-108 年高普

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月, 108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5-0 ( 平 裝 ) 

NT$650  

*迴歸分析/王瑋編著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2-

4 (平裝) NT$520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主題式精

選題庫/林嵩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89-0 ( 平 裝 ) 

NT$250  

國文(單選題+閱讀測驗)主題式精選

題庫/林嵩編 .-- 三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809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0-6 ( 平 裝 ) 

NT$350  

國文. 第二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語文領域)/盧姿吟等編輯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8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01-

8 (平裝)  

國文. 第二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王靖芬等編輯委員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809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00-1 

(平裝)  

*都市更新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改建實務/林煌欽等編著; 蘇煜瑄總

編輯 .-- 一版 .-- 新北市 : 天使之聲數

位文創, 10809 .-- 2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919-4-9 ( 平 裝 ) 

NT$1500  

基本電學.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 電機與電子群)/黃錦華, 郭塗註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810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10-6-0 (平裝)  

基本電學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電機與電子群 )/郭塗註 , 黃錦華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81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10-9-1 (平裝)  

基本護理學(含護理原理、護理技術

與護理行政)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徐

珮瑜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08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34-1 (平裝) NT$300  

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著  .-- 23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10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4-2 (平裝) NT$650  

*教育行政學/劉邵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7-

0 (平裝) NT$580  

產兒科護理學 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

楊千慧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09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36-5 (平裝) NT$300  

動勢身體意象構念與實踐 /李宗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809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34-3 (平裝) NT$250  

*教甄: 教育行政學/劉邵編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8-7 (平裝) NT$580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七期/簡紹琦

總 編 輯  .-- 新 竹 市  : 竹 宇 印 刷 , 

10808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2-1 (平裝)  

基礎圖學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設計群 )/吳清炎 , 李建億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8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2-0-6 (平裝)  

排灣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期. 第六冊課本/伍麗華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8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03-3 (平裝)  

排灣族本位英語教科書. 8/伍麗華總

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810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05-7 (平裝)  

排灣族本位國語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

期. 第十冊(課本)/伍麗華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810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04-

0 (平裝)  

排灣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五年級下學

期. 第 10 冊(課本)/伍麗華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810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26-06-4 (平裝)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劉

子靖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36-6 (平裝附光碟片)  

郵政三法大意: 主題式精選題庫/陳

晟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2-6 (平裝) NT$400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程明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6-3 (平裝) NT$700  

郵政企業管理. 109 版/公孫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7-

8 (平裝) NT$600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主題

式精選題庫/陳晟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601-9 (平裝) 

NT$520  

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阿

翔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

文化, 108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4-5 ( 平 裝 ) 

NT$450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周

易, 法夫子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8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0-7 (平

裝) NT$450  

*普通化學百分百 2.0 試題詳解/李鉌

著  .-- 臺 南 市  : 高 元 進 階 智 庫 , 

10809 .-- 5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10-3-6 (平裝) NT$600  

測量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

與建築群)/林博文, 孫德昌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社 , 

10809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694-8-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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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機密學測英文科模擬試卷及解

析/儒林補習班英文科名師群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809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70-

8 (平裝) NT$200  

進擊的資料科學: Python 與 R 的應用

實作/郭耀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279-2 (PDF) NT$406  

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 跨境電商、行

動商務、大數據/朱海成作 .-- 二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96-9 (PDF) 

NT$280  

微生物與免疫學歷屆試題詳解/郭熙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00-5 (平裝) NT$400  

較早台大研究所入學英文用書/李盛

光編著 .-- 新北市 : 李震光, 10810 .-- 

3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6996-6 (平裝) NT$1200  

跟我學 Windows 10 輕鬆學習 x 快速

上手/志凌資訊, 郭姮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80-8 (PDF) 

NT$308  

會計事務丙級學科超強解析/卓如意, 

高麗萍, 陳品茹編著 .-- 15 版 .-- 新北

市 : 松根, 108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22-1-4 (平裝)  

會計師高等會計學. 109 版/蕭靖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10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8-0 (平裝) NT$620  

會計師審計學. 109 版/金永勝編著 .-- 

第十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6-0 (平裝) NT$680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09 版/蕭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1-6 (平裝) NT$650  

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 模擬題庫+

歷年試題/陸冠奇編著 .-- 第十一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09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

829-1 (平裝)  

電 腦 軟體 應用 丙級 術科解 題 教本

(109 年啟用試題)/林文恭 , 葉冠君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78-5 (PDF) NT$294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李洙德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百利 , 

10809 .-- 5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75-2-1 (平裝) NT$700  

網頁程式設計 ASP.NET MVC 5.x 範

例 完 美 演 繹 ( 適 用 Visual C# 

2019/2017)/聖殿祭司, 奚江華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283-9 (PDF) 

NT$462  

圖解式民法概要(焦點速記+嚴選題

庫)/程馨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9-0 (平

裝)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 /林瑞珠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35-7 (PDF) NT$420  

監獄行刑法測驗題庫. 109 版/何漢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059-5 (平裝) NT$520  

監獄行刑法綜覽. 109 版/何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0-

1 (平裝) NT$600  

演練式英語教學: 班級經營策略全指

引/Alex Rath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思媒體, 10811 .-- 2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298-0-9 ( 平 裝 ) 

NT$250  

實戰封包分析: 使用 Wireshark(支援

IPv6 與 Wifi)/Chris Sanders 著; 林班

侯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281-5 (PDF) NT$364  

臺灣藝術史/黎曉鵑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幼獅, 10810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9-176-6 (平裝) 

NT$60  

賞味.作文/金庸編著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9-

1 (平裝) NT$500  

賞味 .作文 (司法特考專用 )/金庸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09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0-4 (平裝) NT$500  

賞味.作文(警察特考)/金庸編著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809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1-1 (平裝) NT$500  

審計學申論題實戰解析 /陳友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0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497-8 (平裝) NT$580  

審計學測驗題實戰解析 /陳友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09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498-5 (平裝) NT$580  

數學.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游森

棚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809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02-5 (平裝)  

數學. A.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領域)/李秀芳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翔宇, 1081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30-4-9 (平裝)  

數學. A. 二, A+課堂講義/李秀芳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811 .-- 

6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7930-5-6 (平裝) NT$100  

數學. B.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領域)/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81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30-6-3 

(平裝)  

數學. B. 二, A+課堂講義/謝立人, 張

克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811 .-- 1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30-7-0 (平裝) NT$250  

數學. C.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領域)/馬雅筠, 陳吳煜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8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30-8-7 

(平裝)  

數學. C. 二, A+課堂講義/賴映伶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811 .-- 

1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7930-9-4 (平裝) NT$250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八. 107-108 年度

/歐昌豪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4-5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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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條文 x 體系 x 概念)/保成法學

苑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08-8 (平裝) NT$55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

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2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810 .-- 3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40-6 (平裝) 

NT$33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

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809 .-- 3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39-0 (平裝) 

NT$36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

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809 .-- 4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38-3 (平裝) 

NT$390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植憲編著 .-- 十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08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7-6 (平裝) NT$45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

版)/劉沛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6-2 (平

裝) NT$52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

考版)/劉沛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5-5 

(平裝) NT$52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

版)/劉沛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7-9 (平

裝) NT$520  

駭 客 的 Linux 基 礎 入 門 必 修 課

/OccupyTheWeb 著; 凱傲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294-5 (PDF) 

NT$294  

機械製圖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 機械群)/吳清炎, 李建億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810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10-7-7 (平裝)  

營養師六合一: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黃賢齊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37-2 (平裝) NT$500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

習題庫/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 第八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28-4 (平裝)  

轉學考專用民法總則. 109 版/池錚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09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4-098-4 (平裝) NT$350  

證券交易法體系書/一群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09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23-

0 (平裝) NT$380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會計及財務分析 

最新重點整理/劉憶娥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810 .-- 5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539-6 (平裝) 

NT$600  

警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09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65-6 (平裝) NT$680  

警察情境實務 考前劃重點口袋書/黃

關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09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591-3 (平裝) NT$380  

警察勤務(含相關情境實務)考前劃

重點口袋書/樵林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809 .-- 230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86-481-604-0 (平裝) 

NT$380  

鐵路工程數學. 109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70-

0 (平裝) NT$630  

鐵路企業管理. 109 版/公孫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09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085-

4 (平裝) NT$600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測驗&申論

題庫/劉奇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07-3 (平

裝) NT$620  

觀光日語: 101-108 年高考及地方特

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

月, 108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93-5 (平裝) NT$650  

觀光行政與法規/吳勉勤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2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241-8 (平裝)  

觀光行政與法規(含概要): 102-108 年

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

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

北市 : 羅常月, 10808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6984-3 (平裝) 

NT$650  

觀光行銷學(含概要): 102-108 年高普

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月, 108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8-1 ( 平 裝 ) 

NT$650  

觀光英語: 101-108 年高考及地方特

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

月, 108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94-2 (平裝) NT$650  

觀光資源規劃: 101-108 年高考及地

方特考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

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月, 

108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6-7 (平裝) NT$650  

觀光學(含概要): 102-108 年高普考及

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羅常

月, 108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87-4 (平裝) NT$650  

觀光餐旅業導論 (技術型高中餐旅

群)/沈婉婷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809 .-- 冊 .-- ISBN 978-

986-6605-51-2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6605-52-9 (下冊:平裝)  

觀念結構學/徐毓宏, 許弘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08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551-5-3 (平裝) NT$750  

兒童讀物 

100 分便當/楠茂宣文; 伊藤秀男圖; 

Choyc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

文化, 10810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1-977-8 ( 精 裝 )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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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翻翻樂: 有趣的乘法和除法/蘿拉.

布萊恩(Lara Bryan)文; 貝妮蒂塔.傑

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

西納(Enrica Rusinà)圖; 黃于庭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3 .-- 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79-828-5 (精裝) NT$55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青蛙王子/球球館

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

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9-7 (精裝)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狼和七隻小羊/球

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

國際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3-5 ( 精 裝 )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國王的新衣/球球

館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

際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4-2 ( 精 裝 )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漁夫與金鱼/球球

館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

際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5-9 ( 精 裝 )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睡美人/球球館編

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

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6-6 (精裝)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賣火柴的小女孩/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

童國際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442-147-3 ( 精 裝 )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龜兔賽跑/球球館

編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

文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48-0 (精裝) NT$480  

360 度立體童話書: 醜小鴨/球球館編

輯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

化, 10810 .-- 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50-3 (精裝) NT$480  

Beyond the Sky. level 12/writer Gerry 

du Plessis .-- 1st ed.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0811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77-865-2 (平裝)  

Chatter patter/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 冊 .-- ISBN 978-986-252-584-5 (全套:

平裝)  

Chatter Patter. 1: 好玩的地方 /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78-4 (平裝)  

Chatter Patter. 2: 甜蜜的家/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

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79-1 (平裝)  

Chatter Patter. 3: 春夏秋冬/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

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0-7 (平裝)  

Chatter Patter. 4: 天天美好/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

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1-4 (平裝)  

Chatter Patter. 5: 我的世界/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

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2-1 (平裝)  

Chatter Patter. 6: 遊戲時間/editor WiN 

Publishi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

文化, 10811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3-8 (平裝)  

Sight word fun: card making/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臺北

市 : 東西圖書, 10808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9686-28-0 (平裝

附光碟片)  

The Old Building/Written by Chen 

Cheng-po Cultural Foundation; 

Illustrated by Lin Ga-ga .-- 初版 .-- 臺

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811 .-- 

56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

5437-13-8 (精裝) NT$300  

The three seeds/by Herbert Puchta, 

Günter Gerngross; illustrator Maria Sole 

Macchia .-- 臺北市 : 敦煌, 10810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

881-2 (平裝)  

Tiffany's visit to Tainan traditional 

markets/written by Allison Chia Yi Li; 

illustrated by Yue Miao .-- 臺北市 : 冠

唐國際圖書, 10810 .-- 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089-94-7 (平裝) 

NT$600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

戰繪本/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503-06-

2 (全套:精裝) NT$1440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

戰繪本. 2, 程式設計能做什麼?/松田

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8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03-03-1 

(精裝) NT$360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

戰繪本. 3, 程式設計大挑戰/松田孝

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811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03-04-8 (精裝) 

NT$360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

戰繪本. 4, 一起來學程式設計/松田

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8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03-05-5 

(精裝) NT$360  

おお!台湾バナナた!/王蕙瑄, 陳美芬

作; 千葉華織譯 .-- 初版 .-- 南投縣 : 

農委會農糧署, 10810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0-05-3 (平裝)  

一封邀請函/李憶婷圖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810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43-637-8 (精裝) 

NT$350  

一座小島/尹格麗.賈培特文; 勞爾.谷

瑞迪圖; 李家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8-3 (精裝)  

一隻小豬十隻狼/楊永青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6-3 

(EPUB) NT$99  

一起去賞花/陳櫻慧, 台灣三麗鷗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811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9077-

81-1 (精裝)  

一馬當先的小馬斑斑/謝霈儀文; 吳

奇峰圖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

書, 10809 .-- 48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57-8891-61-6 ( 平 裝 ) 

NT$160  

十二個夢: 驚嚇、驚喜 別忘了要優

雅有禮哦!/鄭以群圖.文 .-- 新北市 : 

鄭以群,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8-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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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夢: 驚嚇、驚喜 別忘了要優

雅有禮哦!(簡體字版)/鄭以群圖.文 .-- 

新北市 : 鄭以群,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29-0 (精

裝)  

八仙的傳說: 八仙過海/楊永青繪; 常

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74-2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何仙姑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80-3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呂洞賓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5-9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張果老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81-0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曹國舅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6-6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漢鍾離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8-0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韓湘子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7-3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藍采和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82-7 (EPUB) NT$99  

八仙的傳說: 鐵拐李的故事/楊永青

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9-7 (EPUB) NT$99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迷你立體童話世

界/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82-7 (精裝)  

入園準備互動遊戲書/楊紅, 申習平

文; 胡楊, 高萬娜, MTT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1 .-- 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03-39-3 

(精裝) NT$600  

*小小提琴兒/黃馨蒂, 邱芷瑩, 林貞

汝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韻勝樂器, 

108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51-0-8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250  

千千想要吃葡萄/王元容文; 黃淑華

圖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59-0 (精裝) NT$250  

三字經. 2/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瓊鳳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0810 .-- 29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502-67-2 (平裝附光碟

片)  

小兒子. 14, 好日子/駱以軍原著; 楊

凱婷繪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0810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87-317-4 ( 精 裝 ) 

NT$280  

小雨小雨快走開/偕詩敏編輯; 郝洛

玟繪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8-9 (精裝) NT$220  

大和尚與小沙彌/徐錦成文字.畫圖 .-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810 .-- 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524-24-

8 (經摺裝) NT$500  

小怪獸挖地洞 /蕭維欣作 ; 薛慧瑩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9502-60-3 (精裝) NT$280  

大胖和小胖/潘小慶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8-7 (EPUB) 

NT$99  

小紅帽與大野狼: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4-2 (精裝)  

女孩與三隻熊: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9-7 (精裝)  

小紅箱的祕密/賈妮可.柯娃特, 貝爾

納.杜希作; 王卉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274-473-4 (精裝)  

三 隻 小 豬 : 迷 你 立 體 童 話 世 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3-5 (精裝)  

三借芭蕉扇/馬得繪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08-1 (EPUB) 

NT$120  

大家都是好朋友/新澤俊彥作; 大島

妙子繪;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8-282-9 ( 精 裝 ) 

NT$280  

大家開心我也開心/新澤俊彥作; 大

島妙子繪;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811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8-283-6 (精裝) 

NT$280  

小船划過童年/徐魯作; 邇相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0809 .-- 3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499-075-

7 (精裝) NT$300  

大野狼才要小心!/重森千佳文.圖; 游

珮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11-978-5 (精裝) NT$320  

小斑馬找媽媽 /孫婉玲文 ; 林傳宗

圖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63-7 (精裝) NT$250  

女媧補天/毛水仙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34-0 (EPUB) 

NT$120  

大黑熊和小刺猬/楊永青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9-4 

(EPUB) NT$99  

大腳丫跳芭蕾/艾美.楊文.圖; 柯倩華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38-285-0 (精裝) NT$280  

小蜜蜂/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

中心, 10809 .-- 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1-3-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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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鬧天宮/馬得繪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681-989-6 (EPUB) 

NT$120  

大嘴巴鵜鶘/吳帶生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88-9 (EPUB) 

NT$99  

小 貓 頭 鷹 的 故 事 / 黛 比 . 格 里 奧 里

(Debi Gliori)著; 艾莉森.布朗(Alison 

Brown)繪;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0 .-- 冊 .-- ISBN 978-

957-763-695-9 (全套:精裝) NT$560  

小螞蟻爬呀爬 /廖婉真文 ; 陳文綺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809 .-- 2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01-5-7 (精裝)  

小螃蟹與彈塗魚/Andre 文; 裴靈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Andre, 10809 .-- 

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

7102-0 (精裝) NT$300  

小總裁腦力開發: 3C3Q 創智課程/蘇

美玲創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積木女

巫親子智慧館, 10809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573-1-7 (平裝)  

三顆寶珠/方駿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47-0 (EPUB) 

NT$99  

不!我不做沒禮貌的事/伊莎貝拉.芭

亞(Isabella Paglia)文; 安娜.蘿拉.坎都

尼 (Anna Laura Cantone)圖 ; 吳愉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7-055-7 (精裝) NT$320  

不!我不喜歡被捉弄/梅麗莎.希金斯

(Melissa Higgins) 文 ; 西 蒙 娜 . 希 恩

(Simone Shin)圖;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8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371-

190-2 (精裝)  

不!阿布/蔡宛妤, 高崧銘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8-2 

(平裝) NT$310  

巴士的輪子/偕詩敏編輯; 郝洛玟繪

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6-5 (精裝) NT$220  

心不在焉的小兔子點點 /謝霈儀文; 

Tony 圖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狗狗

圖書, 10809 .-- 48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57-8891-62-3 ( 平 裝 ) 

NT$160  

毛 毛兔愛的 繪本 : 生日快樂 /Trace 

Moroney 作; 陳立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1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3-41-

6 (精裝) NT$450  

毛 毛兔愛的 繪本 : 聖誕快樂 /Trace 

Moroney 作; 陳立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1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3-40-

9 (精裝) NT$450  

巴布的探險 /微笑先生文 ; 陳怡今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8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43-

640-8 (精裝) NT$270  

父母教養手冊/卡特琳娜.高斯曼.漢

瑟爾(Katharina Grossmann-Hense)文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

化, 108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29-28-0 (精裝) NT$340  

文成公主/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36-4 (EPUB) 

NT$99  

不死鳥/如約文; 吳嘉鴻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 

10809 .-- 2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831-6-3 (精裝)  

今非昔比的丹特與羅克 /吳奇峰文; 

張子鈞圖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狗狗

圖書, 10809 .-- 48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57-8891-63-0 ( 平 裝 ) 

NT$160  

之後/樓弘.莫侯(Laurent Moreau)文.圖; 

尉遲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811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9380-46-1 (精裝) NT$350  

不要羨慕別人,其實你很棒!: 想飛的

小兔子/Bonnie Grubman 著; Carolien 

Westermann 繪; 童夢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0810 .-- 3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842-46-5 (精裝)  

不能再斜的比薩斜塔: 看義大利數百

年來如何拉直比薩斜塔 /黃健琪文; 

Frank Ho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

文化, 10810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2-2 ( 精 裝 ) 

NT$400  

天梯建木/吳松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35-7 (EPUB) 

NT$120  

中國經典童話/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809 .-- 冊 .-- 

ISBN 978-986-491-374-9 (全套:平裝) 

NT$4500  

不喜歡噴火的噴火龍 /強尼 .藍伯特

(Jonny Lambert)作.繪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 10811 .-- 3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521-376-3 (精裝) 

NT$280  

火螢與金魚/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37-1 (EPUB) 

NT$99  

生日快樂/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

圖;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

人文化, 10809 .-- 20 面; 17X17 公分 .-

- ISBN 978-986-212-375-1 ( 精 裝 ) 

NT$400  

外公家的布袋戲/吳爾祜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5-1 

(平裝) NT$330  

奶奶最棒!爺爺最棒!/蘿拉.紐玫若芙

文; 琳恩.孟辛兒圖; 沙永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1-970-

9 (精裝)  

主角不是獅子 /林玟儀文 ; 施政廷

圖 .-- 臺北市 : 三之三文化, 10810 .-- 

4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664-46-6 (精裝) NT$260  

幼兒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思達創

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盧文才總

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思達創旭,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271-0-

2 (全套:平裝)  

半夜裡的探險隊/濱口佳奈作.繪; 郭

玲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9502-59-7 (精裝) NT$280  

生活中的化學/陳蘋蘋撰文 .-- 增訂

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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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21-0 (平裝)  

*弗迪的長笛旅程/蔡涵羽作 .-- 臺北

市 : 蔡涵羽, 10809 .-- 64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31-3 (平裝) 

NT$390  

世界動物地圖/Amy Cartwright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812 .-- 

1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23-

536-2 (平裝)  

白秋練/毛水仙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39-5 (EPUB) 

NT$99  

白 雪 公 主 : 迷 你 立 體 童 話 世 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5-9 (精裝)  

民族主義的開展/張振陽撰文 .-- 增

訂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20-3 (平裝)  

出發!地鐵獅子線/佐藤真規文.圖; 周

姚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11-976-1 (精裝) NT$300  

外黃小兒說服楚霸王 /楊永青繪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38-8 (EPUB) NT$99  

去買可可粉的路上/朴智延文.圖; 陳

怡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812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9125-61-1 (精裝)  

出發旅行囉!/Àngels Navarro 作; Julio 

Antonio Blasco 插畫 .-- 臺北市 : 禾流

文創, 10811 .-- 12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57-8930-84-1 (精裝)  

生殖與生長/張綺真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1-1 (平裝)  

划,划,划小船/偕詩敏編輯; 郝洛玟繪

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81-9 (精裝) NT$220  

西方文學/謝雯伃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17-

3 (平裝)  

西方繪畫/喬凌梅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18-

0 (平裝)  

好多好玩的恐龍指印畫/費歐娜.沃特

(Fiona Watt)著; 艾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滴文化, 10810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29-26-6 (精

裝) NT$480  

多多和他的超級爸爸: 我的超級爸爸

/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25-8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爸爸: 爸爸,我討厭

去醫院/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26-5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爸爸: 爸爸,我喜歡

新客人/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27-2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爸爸: 噓!故事爸爸

時間到了/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28-9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媽媽: 我的超級媽媽

/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31-9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媽媽: 哇!超級廚師

媽媽本領大/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10-4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媽媽: 媽媽,我要穿

這一件/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29-6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媽媽: 媽媽,我愛你/

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16-030-2 (EPUB) NT$99  

多多和他的超級媽媽: 媽媽,我還要

逛超市/魯禮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32-6 (EPUB) 

NT$99  

她有兩個爸爸/梅爾.艾略特(Melanie 

Elliott)文圖; 林蔚昀翻譯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3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2-7 (精裝)  

回老家過年/孫衛衛作; 張娣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0809 .-- 4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499-076-

4 (精裝) NT$300  

多多愛生氣/甜甜圈編輯群文; 侑希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文化, 

10810 .-- 48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99-1-1 (精裝) NT$250  

好安靜的蟋蟀/艾瑞.卡爾(Eric Carle)

文.圖; 林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上

誼文化, 10811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62-671-4 ( 精 裝 ) 

NT$460  

光明之子/史普羅作; 賈斯汀.傑拉德

繪; 丘慧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811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2-6 (精裝) NT$300  

光的世界/李培德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09-

8 (平裝)  

灰姑娘: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930-76-

6 (精裝)  

江面上升起彩虹/李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0809 .-- 3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499-079-

5 (精裝) NT$300  

冰雪奇緣. 2, 故事繪本/美國迪士尼

公 司 作 ; Nancy Cote 改 寫 ; Olga 

Mosqueda 繪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658-246-2 (精裝) NT$300  

冰雪奇緣. 2: 迪士尼 3D 擴增實境

APP 互動電影書 /Carlton Book 作 ;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0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658-247-

9 (精裝) NT$480  

地球的變動/謝中敏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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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9-7 (平裝)  

有 趣 的 交 通 工 具 / 梅 蘭 妮 . 康 比 斯

(Melanie Combes)著; 賴美伶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810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12-

379-9 (精裝) NT$500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分享/阿斯特麗

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方圖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化 , 10810 .-- 

冊 .-- ISBN 978-986-442-154-1 (全套:

精裝) NT$600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山的另一邊是

什麼?/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

克.布塔方圖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

化, 10810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2-153-4 (精裝) NT$149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雪橇比賽/阿

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

方圖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化 , 

10810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42-152-7 (精裝) NT$149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尋找唧-唧-唧/

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

塔方圖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化, 

10810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42-151-0 (精裝) NT$149  

百變探索樂園: 地心冒險(中英對照)/

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樂疊創意機器人, 10809 .-- 

4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124-1-2 (平裝)  

你一個人嗎?/金天文; 丁順姬圖; 陳

思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812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9125-62-8 (精裝)  

豆子(簡體字版)/張嘉琳作; 孫基榮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4-8 (平裝)  

我才不是膽小鬼!/喵伊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810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602-75-

5 (平裝) NT$280  

秀子阿嬤和她的小精靈/鄭佩芬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鄭佩芬, 10809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83-2 (精裝)  

我也能幫忙/伊芙.邦婷(Eve Bunting)

作; 凱文.季默(Kevin Zimmer)繪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0 .-- 4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

377-0 (精裝) NT$280  

肚子餓的小黑狗/廖婉真文; 陳文綺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809 .-- 2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37-1-4 (精裝)  

育仁校刊. 第 39 期/陳秋惠主編 .-- 臺

中市 : 中市育仁國小, 10809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61-3-

9 (平裝)  

克克的紅披風 /王元容文 ; 林傳宗

圖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60-6 (精裝) NT$250  

杜甫濟貧/方駿, 徐累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2-5 (EPUB) 

NT$99  

宋定伯賣鬼/鄭凱軍,錢繼偉繪; 李一

慢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84-1 (EPUB) NT$150  

我的爸爸看不見/李光福作; 詹廸薾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9502-61-0 (精裝) NT$280  

我的冠軍家庭: 家人的愛永遠都在!/

尹真賢著; 悅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811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842-47-2 (精裝)  

妖怪真奇廟/田宜庭, 董明妮圖.文 .-- 

初版 .-- 桃園市 : 田宜庭, 10810 .-- 22

面; 16X31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64-1 (精裝)  

我的第一本圖片認知書: 動物/秦好

史郎圖文; 廖湘芝翻譯 .-- 新北市 : 

滿天星傳播, 10812 .-- 冊 .-- ISBN 

978-986-6273-97-1 ( 第 1 冊 : 精 裝 ) 

NT$320 .-- ISBN 978-986-6273-98-8 

(第 2 冊:精裝) NT$320  

*杜兒童故事圖畫書/杜岳作 .-- 再

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61-0 

(平裝) NT$800  

吵 架 了 / 史 丹 . 貝 安 斯 坦 (Stan 

Berenstain), 珍 . 貝 安 斯 坦 (Jan 

Berenstain)作; 林青穎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生命樹國際, 10811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5359-7-

7 (精裝) NT$280  

我是國寶: 台灣萍蓬蓮/吳聲淼文字; 

湯敏繪圖 .-- 新竹縣 : 竹縣兩河文化

協會, 108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8528-2-8 ( 精 裝 ) 

NT$500  

我是圓球藻/木島誠悟圖文; 張東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動物園,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2-17-3 (精裝) NT$250  

我是蠶寶寶: 談 G6PD 缺乏症/徐睿

伶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徐睿伶,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7014-6 (EPUB)  

你家在哪裡?/林柏廷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3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11-968-

6 (精裝) NT$280  

我真的好想要那隻獨角獸/菲比.聖地

亞戈(Fabi Santiago)文.繪; 李貞慧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811 .-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48-

844-7 (精裝) NT$300  

我記得: 種子和小鳥的互利關係/劉

小屁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14-6719-1 (精裝)  

我祝福你!/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湯姆.利希騰赫

德(Tom Lichtenheld)圖; 馮季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810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05-01-1 (精裝) NT$300  

吳敏蘭陪小孩聽賴馬英文繪本: 早起

的一天(中英點讀故事)/賴馬原作; 吳

敏蘭, 吳敏嘉改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500-6 (平

裝) NT$450  

吳敏蘭陪小孩聽賴馬英文繪本: 猜一

猜我是誰?(中英點讀故事)/賴馬原作; 

吳敏蘭, 吳敏嘉改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501-3 (平

裝) NT$450  

我喜歡/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

中心, 10809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1-9-5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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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愛 幼 兒 園 / 娜 塔 莉 . 舒 (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 10809 .-- 20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76-8 (精

裝) NT$400  

我 愛 的 玩 具 / 娜 塔 莉 . 舒 (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 10809 .-- 20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74-4 (精

裝) NT$400  

我愛熱氣球/陳旻昕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6-8 (平

裝) NT$250  

快樂小隊/王金平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40-1 (EPUB) 

NT$150  

快樂四弦琴. 2/潘尚文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8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7582-8-4 (平裝)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猜猜我是誰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智趣王數位科技,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2-37-9 (FUNPARK) NT$250  

囤積狂/黃馨儀, 林庭萱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9-9 

(平裝) NT$310  

李謨吹笛/潘小慶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41-8 (EPUB) 

NT$99  

床邊童話 /Jacobs 等原著 ; Ong-Dal-

Sam, Sang-Hyun Park 編著; Jong-Kyun 

Lee 等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 10810 .-

- 冊 .-- ISBN 978-957-8586-82-6 (全套:

精裝) NT$1200  

岩井俊雄奇妙繪本集: 飛天遁地 100

層樓(迷你版)/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

穎, 周姚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

211-973-0 (全套:精裝) NT$1160  

花奶奶的神祕香料/鄧慧雯文.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9-346-9 

(精裝) NT$250  

金瓜兒銀豆兒/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4-9 (EPUB) 

NT$99  

和合二仙/江健文繪; 陳夢敏文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83-4 

(EPUB) NT$150  

和米米一起聽故事/周逸芬文; 和英

美術團隊圖 .-- 初版 .-- 新竹縣 : 和英

文化, 10810 .-- 24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98085-7-6 ( 平 裝 ) 

NT$399  

奇妙的元素週期表大揭密: 立體圖解

STEAM 化學素養趣味課/艾利斯.詹

姆士(Alice James), 蕭 .尼爾森(Shaw 

Nielsen)圖文; 魏嘉儀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809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29-24-2 

(精裝) NT$540  

奇 妙 的 原 子 和 電 子 : 立 體 圖 解

STEAM 化學素養趣味課/蘿西.狄金

斯 (Rosie Dickins), 蕭 . 尼 爾森 (Shaw 

Nielsen)圖文; 魏嘉儀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809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29-25-9 

(精裝) NT$540  

兩位魔術師/武建華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3-2 (EPUB) 

NT$99  

爸爸,我要月亮/艾瑞.卡爾(Eric Carle)

原著; 林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上

誼文化, 10810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62-672-1 ( 精 裝 ) 

NT$420  

怪怪皇后/王元容文; 崔麗君圖 .-- 初

版 二 刷  .-- 臺 北 市  : 親 親 文 化 ,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58-3 (精裝) NT$250  

金斧與銀斧/黃美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目川文化, 10810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975-3-5 (精

裝) NT$250  

孟姜女的故事/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87-2 (EPUB) 

NT$120  

拇指姑娘/漢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811 .-- 

36 面 ;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036-9-4 (精裝) NT$149  

宗教擴張的時代/張振陽撰文 .-- 增

訂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5-9 (平裝)  

青蛙王子/目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10810 .-- 

28 面 ;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7975-2-8 (精裝) NT$250  

幸福的扁擔/鄭佩芬作; 林玟諭繪 .-- 

初版 .-- 臺南市 : 鄭佩芬, 10809 .-- 3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5-9 (精裝)  

風(簡體字版)/夏語紅作; 莊河源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2-4 (平裝)  

咻,蒼蠅/偕詩敏編輯; 郝洛玟繪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

274-477-2 (精裝) NT$220  

活力充沛的麵包店小六/長谷川義史

作; 林真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8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304-2 (精裝)  

城市中的動物/林慧珍撰文 .-- 增訂

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07-4 (平裝)  

范姊姊說故事: 媽媽和我一起學/范

瑞君文; 曾雅芬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0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9138-43-7 ( 精 裝 ) 

NT$360  

飛來峰/馮健男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50-0 (EPUB) 

NT$99  

勇 者 鬥 惡 龍 : 迷 你 立 體 童 話 世 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7-3 (精裝)  

星星光亮,星星燦爛/偕詩敏編輯; 郝

洛玟繪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9-6 ( 精 裝 ) 

N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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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胖蛋先生/偕詩敏編輯; 郝洛玟繪

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4-1 (精裝) NT$220  

拜託別吃我/麗池克萊姆文.圖; 王欣

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811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189-949-7 (精裝) NT$280  

風神與花精/吳聲繪; 龔房芳文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71-1 

(EPUB) NT$150  

洛特寶寶遊樂園/洛特編輯部圖文 .-- 

新北市 : 洛特國際文化 , 10808 .-- 

冊 .-- ISBN 978-986-91407-5-1 (全套:

平裝)  

帝國的興起/張振陽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6-6 (平裝)  

看著你/崔璹僖著; 邱敏瑤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8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73-

7 (精裝)  

是誰在洞裡啊?/鄭潔文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810 .-- 4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57-9380-45-

4 (精裝) NT$320  

是誰在唱歌: 好好睡覺/妙蒜小農故

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809 .-- 冊 .-- ISBN 978-986-97570-6-

5 (全套:精裝)  

耶誕快樂,工程車!/雪莉.達斯基.林克

(Sherri Duskey Rinker) 文 ; AG. 福 特

(AG Ford)圖; 李紫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1 .-- 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

826-1 (精裝) NT$320  

品德第一大書/王元容等文; 崔麗君

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809 .-- 冊 .-- ISBN 978-986-5400-56-

9 (全套:平裝) NT$4800  

品德圖畫書/王元容等文; 崔麗君等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809 .-- 

冊 .-- ISBN 978-986-5400-57-6 (全套:

精裝) NT$2400  

要錢不要命/武建華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45-6 (EPUB) 

NT$99  

書(簡體字版)/李俊秀作; 仁華斌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8-6 (平裝)  

神女峰的傳說/馮健男繪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4-8 (EPUB) 

NT$120  

夏日奇遇記: 阿龍與西瓜/林琇琪策

畫; 龍井區農會家政班繪圖 .-- 臺中

市 : 中市龍井區農會, 10810 .-- 4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5009-1-

3 (精裝)  

書之樹/保羅.薩傑克(Paul Czajak)文; 

拉辛.荷里耶(Rashin Kheiriyeh)圖; 黃

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14-6718-4 (精裝)  

神奇上學路/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8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1-187-2 

(精裝)  

留取丹心/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52-4 (EPUB) 

NT$99  

原來宇宙是這樣子啊!: 我的第一本

宇宙繪本/手塚明美, 村田弘子文; 手

塚明美圖; 邱承宗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4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11-974-7 (精裝) 

NT$350  

神奇的編織高手史丹利/愛蜜莉.麥肯

錫文.圖;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光點, 10811 .-- 3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9077-82-8 (精裝)  

海岸動物/黃祥麟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06-

7 (平裝)  

原來這樣剛剛好/安娜.芭伽利(Anna 

Baccelliere) 文 ; 恰 菈 . 高 波 (Chiara 

Gobbo)圖;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32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056-4 (精

裝) NT$320  

悟空擒玉兔/毛水仙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1-7 (EPUB) 

NT$150  

海洋(簡體字版)/陳巧官作; 陳正堃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200-6 (平裝)  

草原大合唱/王元容文; 卓昆峰圖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62-0 (精裝) NT$250  

家 族 相 簿 / 席 薇 亞 . 戴 娜 (Sylvia 

Deinert), 提娜.克莉格(Tine Krieg)文; 

烏麗可.柏楊(Ulrike Boljahn)圖; 洪翠

娥譯 .-- 三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8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85-6-9 (精裝) NT$380  

真假孫悟空/潘小慶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3-1 (EPUB) 

NT$99  

能源世界/李玉梅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12-

8 (平裝)  

海龜在哪裡?/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

嬰中心, 10809 .-- 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1-6-4 (精裝)  

神獸帶路: 南海書院走讀/孫心瑜圖; 

粘忘凡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4-14-3 (精裝) NT$380  

鳥(簡體字版)/黃淑惠作; 張雅惠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6-2 (平裝)  

袋子(簡體字版)/顏麗紅作; 李月玲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5-5 (平裝)  

梁山伯與祝英台/楊永青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5-5 

(EPUB) NT$120  

晚 安 !/ 卡 米 爾 . 洛 伊 塞 萊 (Camille 

Loisele)著;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 10810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12-378-2 (精

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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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老先生有個農場/偕詩敏編輯; 郝

洛玟繪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75-8 ( 精 裝 ) 

NT$220  

動物的防衛/胡妙芬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08-1 (平裝)  

健 康 的 身 體 / 梅 利 桑 德 . 盧 辛 格

(Melisande Luthringer)著;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810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212-380-5 (精裝) NT$500  

剪剪剪什麼呢?/廖婉真文 ; 陳文綺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809 .-- 2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01-8-8 (精裝)  

透視人體/Luann Colombo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1 .-- 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03-42-

3 (精裝) NT$799  

透視霸王龍/Dennis Schatz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1 .-- 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03-43-

0 (精裝) NT$799  

唱跳學臺語. 2/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0 .-- 3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

9502-63-4 (平裝)  

唱跳學臺語. 3/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0 .-- 3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

9502-64-1 (平裝)  

唱跳學臺語. 4/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0 .-- 3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

9502-65-8 (平裝)  

唱跳學臺語. 6/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0 .-- 3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

9502-66-5 (平裝)  

唱歌(簡體字版)/顏麗紅作; 朱家鈺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203-7 (平裝)  

培養好習慣: 愛挑食的小嚕/豪小喵

文; 劉鵑菁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人

類, 10811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57-8586-84-0 (精裝)  

黑(簡體字版)/李鍾旻作; 朱家鈺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7-9 (平裝)  

菇(簡體字版)/發言平台作; 薇光年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9-3 (平裝)  

猴子和我(簡體字版)/Juli Li 作; wi

繪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9-9 (精裝)  

壺公/陶文杰繪; 常立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85-8 (EPUB) 

NT$150  

菜 市 場 / 馬 里 恩 . 科 克 萊 科 (Marion 

Cocklico)著; 賴美伶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上人文化, 10810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12-377-

5 (精裝) NT$500  

童年是一首歌/李勇劍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6-2 (EPUB) 

NT$250  

森林好朋友 Mapakadaidaz siaan libus 

tu uvaaz/楊惠名等文; 余淑君等圖 .-- 

高雄市 : 高醫大, 10809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5-42-5 (精

裝)  

森林好朋友 tantanau tamna tangria/楊

惠名等文; 余淑君等圖 .-- 高雄市 : 

高醫大, 10809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5-41-8 (精裝)  

植物的構造/宋馥華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4-2 (平裝)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七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雲門教室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智趣王數位科技 ,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2-38-6 (PDF) NT$300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八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智趣王數位科技,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2-39-3 (PDF) NT$300  

給春天開門/譚旭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49-0 (EPUB) 

NT$180  

番茄是蔬菜還是水果?/金晃文; 金二

浪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727-6 (精裝)  

渡海去探險/王元容文; 劉伯樂圖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 

10810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61-3 (精裝) NT$250  

曾曾祖父 106 歲/松田素子文; 菅野

由貴子圖; 林文茜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211-971-6 (精

裝) NT$320  

最愛的禮物/陳美燕, 林柏廷主編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10811 .-- 4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8-02-

1 (精裝) NT$320  

黑漆漆的夜晚 /愛蜜莉 .蘭德 (Emily 

Rand)文.圖; 黃聿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0810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876-74-

6 (精裝) NT$300  

智慧成長故事集: 32 個啟發機智小

故事(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阿

LON 繪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1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01-936-7 (平裝)  

黑嚕嚕怪獸來了/王佩琪文; 放藝術

工作室圖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環

保局, 10810 .-- 3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4-6 (精裝)  

滑了個跤/蔡沛辰, 侯兆豐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07-5 

(平裝) NT$250  

碗豆小公主與傑克/黃舞樵文; 黃志

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 

108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49-175-9 (精裝) NT$280  

溫度(簡體字版)/林季融作; 蔡景文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202-0 (平裝)  

農 場 動 物 觸 摸 書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新北市 : 元將文

化, 10811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0-2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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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 媽 上 班 去 / 史 丹 . 貝 安 斯 坦 (Stan 

Berenstain), 珍 . 貝 安 斯 坦 (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生命樹國際, 10810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5359-8-

4 (精裝) NT$280  

媽媽是抗癌超級女英雄/潔西卡.萊德.

斯利維斯基文; 美香.宋圖; 沙永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211-975-4 (精裝)  

媽媽變成鴨: 鄧惠文給孩子的情緒成

長繪本. 2/鄧惠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658-252-3 (精裝

附光碟片) NT$360  

會 說 話 的 觸 摸 有 聲 繪 本 : 我 會 讀

ABC/呦呦童作.插畫 .-- 臺北市 : 禾

流文創, 10811 .-- 2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930-83-4 (精裝)  

聖誕節的由來: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

/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8930-78-0 (精裝)  

辣(簡體字版)/黃健琪作; 蘇偉宇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201-3 (平裝)  

嫦娥奔月/毛水仙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57-9 (EPUB) 

NT$150  

鼻涕的祕密生活/馬莉歐娜.托洛薩.

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文; 

張東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 108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29-27-3 ( 精 裝 ) 

NT$360  

夢裡的小船/原正和文; 黑井健繪; 思

謐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8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248-842-3 (精裝) NT$280  

福爾.摩斯全集/亞瑟.柯南.道爾作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809 .-- 冊 .-- 

ISBN 978-986-491-373-2 (全套:平裝) 

NT$4500  

酷酷貓遊戲國. A, 當 Scratch 愛上

Micro:bit/鍾政信, 吳鳳瑋作 .-- 一版 .-

- 桃園市 : 龍行文化, 10809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2546-5-6 

(平裝)  

精靈上戲: 南海劇場傳奇/孫心瑜圖; 

粘忘凡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4-15-0 (精裝) NT$380  

輪椅是我的腳/法蘭茲-約瑟夫.豪尼

格文; 薇恩拉.巴爾豪斯圖; 林倩葦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2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338-288-1 (精裝) NT$280  

蔬菜澡堂/塔可美文; JIGU 圖; 賴毓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0810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05-15-1 (精裝) NT$300  

諸葛恪得驢/楊永青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58-6 (EPUB) 

NT$99  

熱與能量/李玉梅撰文 .-- 增訂一版 .-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13-

5 (平裝)  

豬 豬 過 聖 誕 / 艾 倫 . 布 雷 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68-

5 (精裝)  

誰撿到這張紙?/許麗萍文 ; 廖書荻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9-

492-3 (精裝) NT$250  

鴨子!別跑/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

中心, 10809 .-- 3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7-0-7 (精裝)  

龍王公主/潘小慶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59-3 (EPUB) 

NT$99  

螢火蟲探險去 /廖婉真文 ; 陳文綺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809 .-- 14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01-4-0 (精裝)  

頭兒肩膀膝腳趾/偕詩敏編輯; 郝洛

玟繪圖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811 .-- 10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480-2 (精裝) NT$220  

糖果屋: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930-80-

3 (精裝)  

龜蛇二怪/陳明鈞繪; 余雷文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73-5 

(EPUB) NT$150  

瓢蟲找媽媽/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

嬰中心, 10809 .-- 24 面; 21X31 公分 .-

- ISBN 978-986-98301-0-2 (精裝)  

瓢蟲找媽媽: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

個月)/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10809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301-1-9 (平裝)  

瓢蟲找媽媽: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

個月)/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10809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301-2-6 (平裝)  

燧人取火、神農嘗百草/武建華繪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60-9 (EPUB) NT$99  

膽小的河豚/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

嬰中心, 10809 .-- 1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1-7-1 (精裝)  

醜小鴨: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Meritxell 

Martí 作; XavierSalomó 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930-81-

0 (精裝)  

聲音的世界/陳詩喻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09-10-4 (平裝)  

鎖(簡體字版)/黃健琪作; 薇光年插

畫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458-193-1 (平裝)  

禮物/薛智文圖; 林雯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1 .-- 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14-6729-0 (精裝)  

鯀禹治水/武建華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62-3 (EPUB) 

NT$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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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蟲快閃系列繪本/翁純瑩等作; 許

智偉等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726-77-5 (全套:精裝) 

NT$1250  

斷織勸學、與眾不同 /武建華繪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61-6 (EPUB) NT$99  

臘八節的故事/方駿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63-0 (EPUB) 

NT$99  

藝軍突起: 競賽活動暨租稅教育繪本

創作比賽作品輯/ .-- 臺中市 : 中市地

方稅務局, 10810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3-9 (平裝)  

麵包店小六搭火車 /長谷川義史作; 

林真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811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0-305-9 (精裝)  

寶 寶 的 探 索 世 界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

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252-598-2 (全套:平裝)  

寶 寶 的 探 索 世 界 - 遊 戲 書 ( 簡 體 字

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252-591-3 (全套: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1: 我最棒

了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5-2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2: 農場動

物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6-9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3: 好玩的

遊 戲 ( 簡 體 字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7-6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4: 歡喜過

冬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8-3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5: 甜蜜的

家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89-0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遊戲書. 6: 祕密花

園 ( 簡 體 字 版 )/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590-6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1: 我最棒了(簡體

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2-0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2: 農場動物(簡體

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3-7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3: 好玩的遊戲(簡

體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4-4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4: 歡喜過冬(簡體

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5-1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5: 甜蜜的家(簡體

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6-8 (平裝)  

寶寶的探索世界. 6: 秘密花園(簡體

字版)/chief editor Lillian T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8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

597-5 (平裝)  

鶴民國/李全華繪; 肖定麗文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86-5 

(EPUB) NT$150  

蠟 筆 大 罷 工 / 祖 兒 . 戴 沃 特 (Drew 

Daywalt) 文 ; 奧 利 佛 . 傑 法 (Oliver 

Jeffers)圖;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811 .-- 4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58-5 (精裝) 

NT$360  

歡樂中國節/Angel Lu, Grace Han 作; 

JOJO STUDIO 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812 .-- 1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403-44-7 (精裝)  

變成小魚的日子/陸楊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72-8 (EPUB) 

NT$150  

漫畫書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灰野都漫畫; 小

杏桃編劇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8747-4 (第 4 冊:平裝)  

鬪獸士/柿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142-

6 (第 5 冊:平裝)  

Angolmois 元寇合戰記/たかぎ七彥

作; 賴俊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3-6 (第 5 冊:平裝)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加藤

元浩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54-2 (第 41 冊 :平裝 ) 

NT$100  

citrus+: 柑橘味香氣 PLUS/サブロウ

タ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96-

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4202-3 (第 2 冊:平裝) NT$130  

Coding man. 8: 升級/李俊範作; 金璂

守繪; 柯佩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0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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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37-8 (第 12 冊 :平裝 ) 

NT$100  

Genocider 屠殺性狂徒/秋吉宣宏漫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4-3 (第 4 冊:平裝)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キヅナツキ作;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0811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8758-0 (第 5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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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娘的第一世界煩惱/KoKai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張又心, 10810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2-

3 (平裝) NT$200  

Marry Grave: 死者祕方/山地英功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5-0 (第 3 冊:平裝)  

NEW GAME/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20-7 

(第 9 冊:平裝) NT$130  

ONE PIECE DOORS!航海王扉頁大全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28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40-8 (第 3 冊:平裝) 

NT$130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39-2 (第 94 冊:平裝) NT$105  

Red hood/ハジ作; 黃盈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2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52-6 (平裝)  

SAMURAI 8: 機侍 八丸傳/岸本斉史

原作; 大久保彰作;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263-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4264-1 

(第 2 冊:平裝) NT$100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仲村佳樹

作 ;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93-4 (第 44 冊 :平裝 ) 

NT$100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

作 ;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65-

8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4266-5 (第 2 冊:平裝) NT$100  

Still Sick 難以割捨/灯作; 王杉珊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53-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154-5 

(第 2 冊:平裝) NT$130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

359-6 (第 6 冊:平裝)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虛空幻界

/川原礫原作; 緋呂河とも漫畫; 九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75-6 (第 4 冊:平裝)  

S 級怪獸<<貝希摩斯>>被誤認成小

貓,成為精靈女孩的騎士(寵物)一起

生活/銀翼のぞみ原作; 東雲太郎漫

畫 ;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59-

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4160-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161-3 

(第 3 冊:平裝) NT$130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里約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里約, 10810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41-2 (第 1 冊:平裝) NT$280  

VIVRE CARD: ONE PIECE 航海王圖

鑑. I/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238-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80 .-- ISBN 978-957-26-4239-9 (第

11 冊:平裝) NT$80  

VIVRE CARD: ONE PIECE 航海王圖

鑑. II/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240-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57-26-4241-2 

(第 2 冊:平裝) NT$80 .-- ISBN 978-

957-26-4242-9 (第 3 冊:平裝) NT$80 .-

- ISBN 978-957-26-4243-6 (第 4 冊:平

裝) NT$80 .-- ISBN 978-957-26-4244-3 

(第 5 冊:平裝) NT$80  

一本就懂!進擊的巨人故事導讀/諫山

創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67-2 (平裝) NT$130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6-7 

(第 17 冊:平裝)  

七大罪/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6-6 (第 38 冊:平

裝) NT$100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高瀬志

帆作; 章澤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1-144-1 (第 2 冊:平

裝)  

人形之國/貳瓶勉作; 李文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季國際, 10809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

8661-29-5 (第 2 冊:平裝) NT$130  

七龍珠超 布羅利(劇場版)/鳥山明原

作, ジャンプ.コミック出版編集部

原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3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50-7 (平裝) NT$360  

大人的霸道勾引術/相川裕作;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8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265-3 (平裝)  

上邪/蝴蝶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悅 智 文 化 館 , 

10811 .-- 冊 .-- ISBN 978-986-7018-35-

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7018-37-3 (第 3 冊:平裝) NT$280  

工作細胞 BLACK/原田重光原作; 初

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

26-4215-3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216-0 (第 4 冊:平裝) 

NT$130  

大叔與貓/桜井海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55-2 (第 3 冊:平裝) 

NT$130  

大偵探福爾摩斯/亞瑟.柯南.道爾原

著; 洋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809 .-- 冊 .-- ISBN 978-

986-491-355-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491-356-5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491-357-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491-358-9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491-359-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491-360-2 

(第 6 冊:平裝) NT$280  

已達至尊的一人生活 /蒲田美和作; 

徐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9-3 (平裝)  

小輓: 阿尼默漫畫集/阿尼默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06-22-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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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

纏了上來。/川村拓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7-

4 (第 1 冊:平裝)  

巴突克戰舞/迫稔雄作; 吳祖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71-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4172-9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4173-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4174-3 

(第 4 冊:平裝) NT$140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49-8 (第 5 冊:平裝) NT$100  

支配的境界線 /直野儚羅作 ;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90-0 

(平裝) NT$130  

天國之門: 從一九八九到二 0 一九

(三十周年特別版)/梁紹先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全力, 108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754-9-4 

(平裝) NT$320  

天授之國/泉一聞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48-1 (第 4

冊:平裝) NT$130  

中華小廚師!極/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5-9 

(第 5 冊:平裝) NT$100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 賴瑞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7-3 

(第 11 冊:平裝) NT$100  

不愉快的妖怪庵/ワザワキリ作; 謝

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8-1 (第 13 冊:平裝)  

火燒摩天樓逃生記/WILSON 著; 氧

氣工作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

文化,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74-8 ( 平 裝 ) 

NT$260  

月薪嬌妻/海野綱彌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16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45-3 (第 10

冊:平裝) NT$100  

不讓你走/春乙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32-0 ( 平 裝 ) 

NT$130  

打工吧!魔王大人/和ヶ原聡司原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58-9 (第

14 冊:平裝)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743-363-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364-0 (第 9 冊:平裝)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白米良原作; 

RoGa 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18-4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3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白米良原

作; 神地あたる漫畫; 張绍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19-1 (第 3

冊:平裝) NT$130  

出包王女 DARKNESS(愛藏版)/矢吹

健太朗漫畫; 陳書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冊 .-- ISBN 978-957-

26-4126-2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4127-9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4128-6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4129-3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4130-9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4131-6 ( 第 6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4132-3 

(第 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4133-0 ( 第 8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4134-7 

(第 9 冊:平裝) NT$250  

四代目.大和辰之精選集: 牛雜鍋和

飛機頭/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4197-

2 (平裝) NT$240  

世界第一惡劣魔女/草川為作; 趙聖

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2-

6 (第 7 冊:平裝) NT$100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 

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原

作; 肝匠&馮昊漫畫; 方郁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2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59-7 (第 7

冊:平裝) NT$140  

白聖女與黑牧師/和武葉佐乃作; 廖

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53-5 (第 4 冊:平裝) NT$100  

半熟戀人 /ミユキ蜜蜂作 ;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1-9 

(第 16 冊:平裝) NT$100  

年下男友的甜蜜威脅/相葉キョウコ

作; 芙菈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1-7 (第 5 冊:平裝)  

老公的那個進不來/木靈原作; 後藤

雪子漫畫; 田蓓涵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3-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在月夜裡為愛哭泣 /桃尻ひばり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0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64-4 (平裝) NT$130  

她只想一個人待著/厘のミキ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07-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4208-5 (第 2 冊 :平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209-2 (第 3 冊:平裝) 

NT$130  

再見了,我的克拉默/新川直司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55-9 (第 9 冊:平裝) NT$100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

魔法師/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2-8 

(第 1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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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58-0 (第 8 冊:平裝) 

NT$140  

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毛魂一直線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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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3-5 (第 3 冊:平裝)  

守娘/小峱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09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19-446-0 (上冊:平裝) 

NT$220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反転シャロウ

作; 湯伊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811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4-2 (第 2 冊:平裝)  

老師是糟糕的 xxx/吉田屋ろく作; 陳

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28-3 (平裝) NT$130  

再得一勝!/村岡効作; 曾怡華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167-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4168-2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4169-9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4170-5 

(第 4 冊:平裝) NT$100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19-8 (第 3 冊:平裝)  

名偵探柯南: 緋色之序章.追求.交錯.

歸來.真相/青山剛昌作; 謝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1-

1 (平裝)  

名偵探柯南: 福爾摩斯的默示錄/青

山剛昌原作;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811 .-- 38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20-4 (平裝)  

羽球戰爭!/濱田浩輔作; 沈易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51-1 (第 15

冊:平裝) NT$105  

艾爾先生尋食記: 臺灣庶民美食摘錄

(中英對照)/艾爾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目色文化, 10809 .-- 1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5143-4-7 (平裝) 

NT$250  

男子宿舍的玩具/菊の助作; 楊永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62-7 

(第 10 冊:平裝) NT$130  

希平戰記/原田ケンタロー作; 梁勝

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10-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4211-5 

(第 2 冊:平裝) NT$140  

住在最頂層的問題男人/蜂巣作; 陳

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81-1 (平裝) NT$130  

克 里 森 小 姐 和 她 的 朋 友 們 /Public 

Chil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何學儀, 

10810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020-7 (平裝)  

走投無路傭兵的幻想奇譚/まいん原

作; 池宮アレア漫畫; 陳楷錞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165-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166-8 

(第 2 冊:平裝) NT$130  

我的女友超級棒!/伊織原作; 髙田タ

カ漫畫; J. Z.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50-4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30  

我和你的追逐戰/ゆうぎ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78-1 

(平裝) NT$130  

我的英雄學院公式角色書. II, Ultra 

Analysis/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45-0 (平裝) 

NT$160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

胃/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743-383-

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

384-8 (第 4 冊:平裝)  

我和嫂嫂的同居生活。/くずしろ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61-0 (第 6 冊:平裝) NT$130  

我們的色彩/田亀源五郎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29-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230-6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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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36-

1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我喜歡的女孩忘記戴眼鏡/藤近小梅

作 ;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05-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4206-1 (第 2 冊:平裝) NT$130  

扮裝女僕無法違抗/夏野ゆぞ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46-0 (平裝) NT$130  

你遭難了嗎?/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

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4-2 (第 5 冊:平裝) 

NT$130  

我親愛的大野狼/佐倉リコ作;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6-2 (平裝)  

男爵的愛人/日生水貴原作; 竹中せ

い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34-4 (平裝) NT$130  

巡警與賣花王子/桃尻ひばり作; 刻

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79-

8 (平裝) NT$130  

兔子女友 /井口病院作 ; 平川遊佐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8743-6 (平裝)  

兔子目社畜科/藤沢カミヤ作; 陳秀

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811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5-9 (第 1 冊:平裝)  

兔 子 先 生 的 銀 河 冒 險 /Public Chil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何學儀 , 

10810 .-- 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042-9 (第 2 冊:平裝)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 陳秀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26-6 (第 4 冊:平裝)  

金田一 37 歳之事件簿/天樹征丸原

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17-7 (第 4 冊:平裝) 

NT$130  

直至夜晚終結/西田ヒガシ作;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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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7-3 (平裝)  

爸爸想和老師 xxx。/松基羊作; 劉維

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2-

8 (平裝) NT$130  

阿鼻劍: 三 0 週年紀念精裝版/馬利

編劇; 鄭問繪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大辣, 10811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634-96-3 ( 精 裝 ) 

NT$1000  

爭奪寵物貓的方式/由元千子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75-0 (平裝) NT$130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三部敬作 ;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81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74-9 (第 3 冊:平裝)  

柚子森妹妹 /江島絵理作 ; 蔡承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7-1 (第 4 冊:平裝)  

重生專家羽鳥 /末広マチ作 ;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76-7 

(平裝) NT$130  

前男友變成腐男子了。/麦芋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60-3 (第 3 冊:平裝) NT$130  

為你變成壞女孩/花野里紗作; 陳映

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25-2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4226-9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4227-6 (第 3 冊:平裝) NT$100  

是你讓我萌發希望之光/市川けい原

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0810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45-8 (上冊:平裝)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28-

0 (第 10 冊:平裝)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惠惠短篇漫

畫集 紅 Aka/暁なつめ原作; 芙菈格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65-7 (平裝)  

星期一的朋友/阿部共実作; 林子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6-4 (第 2 冊:平裝)  

為愛痴狂!/日塔てい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12-2 (平裝) 

NT$130  

咬與被咬的瞬間 /ぴい作 ;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80-4 

(平裝) NT$130  

看漫畫學習抗壓諮商室/ゆうきゆう

原作; EDO 作畫; 廖湘芝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198-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4199-6 

(第 2 冊:平裝) NT$140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76-3 (第 2 冊:平裝)  

活擊 刀劍亂舞/津田穂波作; 郭名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冊 .-- 

ISBN 978-957-26-4143-9 (第 4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4144-6 

(第 5 冊:平裝) NT$105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 鄭啟旭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92-7 

(第 29 冊:平裝) NT$130  

凌空之魂: 五十嵐大介作品集/五十

嵐大介著; 黃鴻硯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0810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5-779-8 ( 平 裝 ) 

NT$300  

時尚哪有這麼難?/青木 U 平作; 涂愫

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743-371-

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

372-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

743-373-2 (第 3 冊:平裝)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CLAMP 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42-2 (第 7 冊:平裝) NT$100  

純愛砲友 /瀬戸うみこ作 ;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31-3 

(平裝) NT$130  

神裝魔法少女怒嚎明月/サイトウケ

ンジ原作;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 楊學

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79-4 (第 1 冊:平裝)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29-7 (第 17

冊:平裝)  

斬!赤紅之瞳 零/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

ケイ漫畫;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0-3 (第 10 冊:平

裝)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殆ど死んでいる

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8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0-0 (第 1 冊:平裝)  

婚戒物語/めいびい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56-9 (第 8

冊:平裝) NT$140  

逝者 x 詩歌: Ballad Opera/サマミヤ

アカザ作; 林莉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9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382-4 (第 4

冊:平裝)  

假面男友!!/高城竜作; ky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

148-9 (第 2 冊:平裝)  

排球少年/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38-5 (第 39

冊:平裝) NT$100  

異國日記/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2-

7 (第 2 冊:平裝)  

深情馬戲團的幸福論 /SAN-X 監修; 

陳怡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811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390-9 (平裝)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金田陽介作; 江

思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89-7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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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4190-3 (第 15 冊:平裝) NT$100  

陰間條例. 總集篇/Salah-D 作 .-- 臺北

市 : 開拓動漫,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6741-5-7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96741-6-4 

(下冊:平裝) NT$250  

鳥葬巴別塔 /二宮志郎作 ; 林武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3-3 (第 4 冊:平裝)  

偶像大師 百萬人演唱會!: 劇場時光

Brand New Song/バンダイナムコエ

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原作; ima 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36-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4237-5 (第 2 冊:平裝) NT$130  

偶像盛宴!/TNSK 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0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35-4 (第 6

冊:平裝) NT$140  

甜蜜微苦的日子/椎名秋乃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13-

9 (平裝) NT$130  

甜蜜傲嬌男朋友/星見 SK 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31-0 (第 1 冊:平裝)  

甜蜜櫻桃共振/日野ガラス作; kreuz+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47-2 (平裝)  

殺戮遊行 SMOKIN’ PARADE/片岡

人生, 近藤一馬作; 礿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743-367-1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43-368-8 (第 6

冊:平裝)  

超七龍珠英雄 宇宙時空任務!/永山

由貴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51-

4 (第 1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

957-26-4152-1 (第 2 冊:平裝) NT$105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與增加

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活

～/星崎崑原作; ヤツタガナクト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23-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

4224-5 (第 2 冊:平裝) NT$140  

黑之魔王/菱影代理原作; 的場りょ

う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03-

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4204-7 (第 2 冊:平裝) NT$140  

創世的大河/森恒二作;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3-

4 (第 3 冊:平裝)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安部真弘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5-8 (第 4 冊:平裝)  

無名歌/搖滾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0 .-- 2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19-447-7 (第 2 冊:平

裝) NT$26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第七輯/笑

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

圖書, 10810 .-- 冊 .-- ISBN 978-957-

8891-65-4 (全套:平裝) NT$100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第八輯/笑

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

圖書, 10810 .-- 冊 .-- ISBN 978-957-

8891-66-1 (全套:平裝) NT$100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第六輯/笑

江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

圖書, 10810 .-- 冊 .-- ISBN 978-957-

8891-64-7 (全套:平裝) NT$1000  

萌音同學的交往方式太過認真/梧桐

柾木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246-

7 (第 5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4247-4 (第 6 冊:平裝) NT$100  

翔姬少女的訣別/道明宏明作; 晚於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34-1 (第 3 冊:平裝)  

絕對不能為他心動!/築島治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52-

8 (第 4 冊:平裝) NT$100  

朝劇!/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147-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4148-4 

(第 2 冊:平裝) NT$140  

答應我,再愛我一次/所ケメコ作; 游

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5-5 (平裝)  

無雙兵法 36 計/曾建華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541-2-4 (平裝) NT$350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69-5 (第 6 冊:平裝)  

新世紀福爾摩斯. 4, 貝爾格拉維亞醜

聞. 上/Jay 漫畫;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62-6 

(平裝)  

愛生氣的達令 /秋雨るい作 ;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68-9 

(平裝) NT$130  

當你明天醒來時/早寝電灯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35-

1 (平裝) NT$130  

想被你咬到融化/雨宮かよう作; 陳

欣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46-5 (平裝)  

極道主夫/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21-

4 (第 3 冊:平裝) NT$130  

極道超女/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743-356-5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357-2 

(第 16 冊:平裝)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原作; 陳鈞

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6-5 (第 11 冊:平裝)  

裝模作樣的自大男 /あずみつな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77-4 (平裝) NT$130  

槍&天堂/小鷹和麻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33-7 (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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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巫女/吉元ますめ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70-2 (第 12

冊:平裝) NT$130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7-2 (第 10 冊:平

裝)  

辣妹轉生: 異世界生活真的很沒勁/

佐々木マサヒト作; 矢思邦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

957-26-4162-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163-7 

(第 2 冊:平裝) NT$130  

摺紙戰士 A/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811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41-9 (第 2

冊:平裝)  

漫畫 叔本華的幸福論: 遠離羈絆人

生的低級煩惱,學習享受一個人的孤

獨/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原著; 

Team バンミカス, 伊佐義勇著; 蔡昭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645-92-0 (平裝) NT$300  

漫畫遠野物語: 水木茂的妖怪原鄉紀

行/水木茂作; 酒吞童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35-8 

(平裝)  

摧毀双亡亭/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257-3 

(第 13 冊:平裝) NT$100  

墨世曙光/光點吉樹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光點吉樹,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8315-0-5 ( 全 套 : 平 裝 ) 

NT$199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4191-0 (第 12 冊:平裝) NT$100  

熟知各種奇怪知識的女友: 高床式草

子同學/おはなちゃん原作; 林武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43-4 (第 1 冊:平裝)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141-5 (第 16 冊:平

裝) NT$140  

噗通噗通!甜蜜青春悄悄話/詩詩漫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76-2 (平裝) NT$280  

請飼養我吧!/白ムナコ作 ; 謝旻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2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4-0 (平裝)  

噴嚏 浦沢直樹短篇集/浦沢直樹, 長

崎尚志, 遠藤賢司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1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49-1 (平裝) 

NT$170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リムコロ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743-377-

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

378-7 (第 4 冊:平裝)  

歷史之眼/岩明均作; 張芳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21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14-6 (第 11

冊:平裝) NT$130  

貓屎 1 號阿富汗大戰 2019/小林源文

作; 王佐榮監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蒼璧, 108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94-4-0 (第 1 冊:平裝) 

NT$380  

貓咪 X 互攻/たつもとみお作; 荳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87-9 (平裝)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矢立肇, 富

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

端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70-1 (第 1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0083 REBELLION/矢

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

畫; 王志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811 .-- 冊 .-- ISBN 978-957-

743-360-2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361-9 (第 12 冊:平裝)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 黃依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157-6 

(第 19 冊:平裝) NT$100  

環世界: 五十嵐大介作品集/五十嵐

大介著; 黃鴻硯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0810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5-780-4 ( 平 裝 ) 

NT$250  

韓半島和平紀念日/林胤里圖; 林胤

里, 林忠義文 .-- 初版 .-- 雲林縣 : 聽

庫土獨立書店, 10810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90-0-7 (精裝) 

NT$250  

澀谷金魚/蒼伊宏海作; 晚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8-9 

(第 3 冊:平裝)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

み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39-6 (第 1 冊:平裝)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馬場翁原作; か

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366-4 

(第 6 冊:平裝)  

藍色時期/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1 .-- 2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256-6 (第 5

冊:平裝) NT$140  

壞 心 情 羅 曼 史 / 日 乃 チ ハ ヤ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40-2 (平裝)  

爆漫王。(愛藏版)/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0 .-- 

冊 .-- ISBN 978-957-26-4119-4 (第 6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957-26-

4114-9 (第 1 冊 :平裝 ) NT$210 .-- 

ISBN 978-957-26-4115-6 (第 2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957-26-4116-3 

(第 3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957-26-4117-0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10 .-- ISBN 978-957-26-4118-7 

(第 5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957-26-4120-0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10 .-- ISBN 978-957-26-4121-7 

(第 8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957-26-4122-4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10 .-- ISBN 978-957-26-4123-1 

(第 10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

957-26-4124-8 ( 第 11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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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10 .-- ISBN 978-957-26-4125-5 

(第 12 冊:平裝) NT$210  

壞嘴貓貓在身邊/もじゃクッキー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811 .-- 1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743-391-6 (平裝)  

魔法使的婚約者/中村朱里原作; か

づか将来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69-6 (第 3 冊:平裝) 

NT$140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オカヤド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22-1 (第 15 冊:平裝) NT$130  

戀妹情結的姊姊和渾然不覺的妹妹/

桐灰きねそ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

26-4200-9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4201-6 (第 2 冊:平裝) 

NT$140  

戀愛沒有距離/渡海奈穗原作; 鈴倉

溫作畫; 周芝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18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1-155-7 (平裝)  

戀愛與謊言/Musawo 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158-3 (第 9

冊:平裝) NT$100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 李殷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43-3 (第 5 冊:平裝)  

鑽石魔女們 /今井ユウ作 ;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冊 .-- 

ISBN 978-957-26-4194-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195-8 

(第 2 冊:平裝) NT$130  

小說及雜文 

Bound feet: stories of Taiwan in 

transition/Catherine Dai[作] .-- 臺北市 : 

書林, 10811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868-4 (平裝)  

NARUTO 火影忍者 鳴人新傳 親子

之日/岸本斉史, 宮本深礼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3-3 

(平裝) NT$200  

Silent/落日焰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8-0 (EPUB) NT$120  

九極戰神/少爺不太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18-4 (第 5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19-1 (第 6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63-4 

(第 6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394-8 (第 62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

986-513-354-2 ( 第 16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13-355-9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56-6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72-6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373-3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3-426-6 ( 第 21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13-427-3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28-0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29-7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430-3 (第 25 冊:平裝)  

不小心把魔王變成貓,只好跑路惹/子

陽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264-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20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2-5 (第 15 冊 :平裝 ) 

NT$200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3-302-3 (第 5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48-1 (第 5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65-8 (第 57

冊:平裝)  

幻夜的夢旅人/貓眷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振成牀飾行,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8236-2-3 (全套:平裝) 

NT$260  

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平凡大叔,其實

是地表最強戰神/相野仁作; 黃健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5-6 

(第 1 冊:平裝) NT$200  

幻想的男子/隱地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82-9 (EPUB) 

NT$285  

丹道宗師/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52-1 (第 96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53-

8 (第 9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54-5 (第 98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19-955-2 

(第 9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19-956-9 ( 第 100 冊 : 平 裝 ) 

NT$170  

丹道武神/流逝的霜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57-6 (第 14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58-

3 (第 15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59-0 (第 16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19-960-6 

(第 17 冊:平裝) NT$170  

王爺萬歲/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

986-513-358-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77-1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90-0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38-9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39-6 

(第 11 冊:平裝)  

天道圖書館/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3-297-2 (第 107 冊:平

裝 ) .-- ISBN 978-986-513-361-0 (第

108 冊:平裝)  

仙子請自重/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74-0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36-5 (第 16 冊:平

裝)  

末世在地下/寶石貓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74-3 (第 16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57-819-975-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19-976-7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819-977-4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57-819-978-1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180  

冬至未至/蠡湖吹雪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0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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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8500-41-9 (EPUB) 

NT$350  

出版心事/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03-1 (EPUB) 

NT$180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7-1 (第 8 冊:平裝) 

NT$200  

生活的餘地/林奇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79-91-7 (EPUB) 

NT$168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とーわ作; 郭蕙寧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3-2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00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83-2 (第 7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24-2 (第 79 冊:平

裝)  

未蔔之夜: 長江小鎮的愛情/王東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杯杯文創伙伴, 

10811 .-- 4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344-0-7 (平裝) NT$450  

可憐的麗莎: 卡拉姆金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卡拉姆金(Nikolai Karamzin)

作; 徐孟宜譯 .-- 臺北市 : 櫻桃園文

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7143-0-3 (EPUB) NT$120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

986-513-386-3 ( 第 59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13-433-4 (第 60 冊:平

裝)  

在異世界買土地開闢農場!/岡沢六十

四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0-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名著少女. 2: 迷霧之都的怪盜蘿莉

/D51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87-0 (平裝) NT$200  

光與影: 索洛古勃經典小說新譯/費

奧多爾.索洛古勃作; 徐孟宜譯 .-- 臺

北市 : 櫻桃園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143-1-0 (EPUB)  

全職高手. 第五部/蝴蝶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787-229-6 (全套:

平裝) NT$1300  

全職高手. 第四部/蝴蝶藍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787-218-0 (全套:

平裝) NT$1300  

宋人小說/李華卿編; 朱沛蓮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0-30-8 

(EPUB)  

吞天神王/腹黑的螞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94-1 (第 15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95-

8 (第 1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96-5 (第 17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57-819-997-2 

(第 18 冊:平裝) NT$170  

妖后的第二人生/高級甜點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406-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07-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408-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13-409-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3-410-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11-2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12-9 (第 7 冊:平裝)  

吾妃當關/油一線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39-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40-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41-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42-9 

(第 4 冊:平裝)  

你我的故事,未完待續/落日焰編著 .-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00-0 

(EPUB) NT$15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380-1 (第

96 冊:平裝)  

吾家金鳳凰/丹螢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98-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99-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00-6 (第 3

冊:平裝)  

作家與書的故事/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104-8 (EPUB) 

NT$255  

妙醫鴻途/煙斗老哥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381-8 (第

109 冊:平裝)  

姊 夫 / 邊 想 作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8-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來自外星球的哇塞老師/王金平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57-5 (EPUB) NT$300  

近戰狂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66-5 (第 3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87-0 (第 3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34-1 (第 37

冊:平裝)  

美人多嫵媚/風曉櫻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02-0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003-7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986-515-004-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86-515-005-1 

(第 5 冊:平裝) NT$240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王昱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76-4 (第 22 冊:平裝) NT$200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29-7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30-3 

(第 6 冊:平裝) NT$180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7, 

膚淺的正解者/木塚ネロ作; 何宜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8-8 

(平裝) NT$200  

重生藥王/賊公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7-017-2 (第 71 冊 :平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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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70 .-- ISBN 978-986-517-018-9 

(第 72 冊:平裝) NT$170  

飛昇十萬年/平步青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47-7 (第 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48-4 

(第 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19-949-1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819-950-7 

(第 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57-819-951-4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70  

帝尊/腿長一米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19-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20-4 

(第 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021-1 (第 7 冊:平裝) NT$180  

哈棒傳奇之哈棒不在(簡體字版)/九

把刀作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0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34-3 (平裝)  

星路凌穹/帝夜子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26-6 (第 1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27-3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028-0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

515-013-6 (第 3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014-3 (第 3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015-

0 (第 35 冊:平裝) NT$190  

娘子不安於室/闕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95-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96-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97-9 (第 3

冊:平裝)  

娘子嬌又悍/聞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36-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37-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38-2 (第 3

冊:平裝)  

逆天神醫/月亮不發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19-966-8 (第 13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67-

5 (第 14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57-819-968-2 (第 15 冊 :平裝 ) 

NT$170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379-5 (第

107 冊:平裝)  

烏托邦領主/憤怒的薩爾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308-5 

(第 12 冊:平裝)  

逆流純真年代/人間武庫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67-2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68-9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69-6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370-2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3-371-9 (第 25 冊:平裝)  

兼差陰陽官. 3: 這票鬼怪有夠變態/

吳半仙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2-2 ( 平 裝 ) 

NT$250  

兼差陰陽官. 4: 古墓裡有恐怖殭屍/

吳半仙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08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3-9 ( 平 裝 ) 

NT$250  

兼差陰陽官. 5: 這些妖仙可不好惹/

吳半仙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2-1 ( 平 裝 ) 

NT$250  

兼差陰陽官. 6: 臥龍山天劫大殺陣/

吳半仙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3-8 ( 平 裝 ) 

NT$250  

紙透透的純淨世界/石川ノボロヲ作; 

陳書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84-9 (平裝) NT$200  

神魂武尊/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7-019-6 (第 36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020-2 

(第 3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86-517-021-9 ( 第 38 冊 : 平 裝 ) 

NT$170  

都市大領主/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02-99-0 (第 25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01-026-3 

(第 2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000-6 ( 第 2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01-3 

(第 28 冊:平裝) NT$180  

深夜便利商店遇見厭世吸血鬼/M.貓

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9-

4 (第 2 冊:平裝) NT$200  

殺青與燙銀: 冬眠詩文學社詩集/洪

聖翔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大

學冬眠詩文學社, 10809 .-- 1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292-0-5 (平

裝) NT$350  

情流/完敗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

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093-5 (EPUB) NT$150  

淡彩/十九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265-1-8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8265-2-5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8265-3-2 (全套:

平裝)  

密斯瑪路卡興國物語 X(番外)/林ト

モアキ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6-3 (平裝) NT$200  

魚龍舞/默默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河圖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

986-293-735-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293-736-5 

(第 6 冊:平裝) NT$180  

情謎/完敗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

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83-6 (EPUB) NT$150  

絕世丹神/九月雪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10-5 (第 18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11-2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012-9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18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82-5 (第 6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16-7 (第 70 冊: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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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命兵王/暴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

986-515-043-3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44-0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045-7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無所事事的美好時光 /艾倫 .萊特曼

(Alan Lightman)著; 朱靜女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484-9 (PDF)  

絕品透視/狸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5-016-7 (第 21 冊:

平裝) NT$180  

超神制卡師/零下九十度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88-7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35-8 (第 27

冊:平裝)  

最強神醫混都市/九歌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39-6 (第 75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040-

2 (第 7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041-9 (第 77 冊 :平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5-042-6 

(第 78 冊:平裝) NT$170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75-7 (第 7 冊:平裝) NT$200  

喜新念舊/今夜離港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08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65-0-

1 (平裝)  

無敵煉藥師/憤怒的薩爾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20-7 (第 5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64-1 (第 5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84-9 

(第 55 冊:平裝)  

暗月紀元/仐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

986-513-329-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75-7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89-4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20-4 (第 12

冊:平裝)  

亂世俠影: 無招者的江湖/王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7820-8-1 (全套:

平裝)  

聖武星辰/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3-301-6 (第 5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46-7 (第 5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47-4 

(第 5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385-6 (第 57 冊:平裝)  

聖武時代/道門弟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36-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037-2 

(第 6 冊:平裝) NT$190  

跨界攻略/closeads&開玩笑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59-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78-8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391-7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13-392-4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3-421-1 (第 9 冊:平裝)  

極品渣男/簡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5-025-9 (第 7 冊:平

裝) NT$180  

詩歌鋪/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01-7 (EPUB) NT$210  

萬劍魔尊/夏日易冷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60-3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93-1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40-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41-9 

(第 8 冊:平裝)  

暗戀 .橘生淮南 /八月長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09 .-- 

冊 .-- ISBN 978-986-361-745-7 (全套:

平裝)  

煉體三萬年/騎驢找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15-031-0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32-7 

(第 6 冊:平裝) NT$180  

碧俠仙緣 : 仙淚癒血俠止戈 /水陽

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2-089-8 (EPUB) NT$150  

豪華郵輪之戀. 12. 下/水上ルイ作; 

niw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58-8 (平裝)  

精靈幻想記. 14, 復仇的抒情詩/北山

結莉作; 劉哲琪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74-0 (平裝) NT$200  

誰是 .你愛的人 .是誰 /荏君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088-1 

(EPUB) NT$160  

歐遊隨筆/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102-4 (EPUB) 

NT$240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

女友嗎?. 2, 可愛得不得了,總之就是

很崇高/望公太作; 林憲權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281-8 ( 平 裝 ) 

NT$200  

盪著鞦韆喝咖啡/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105-5 (EPUB) 

NT$270  

鎮宅寶珠/糖蜜豆兒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333-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334-4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335-1 (第 3

冊:平裝)  

繡妻不下堂/青燈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3-401-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02-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403-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404-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

405-1 (第 5 冊:平裝)  

翻轉的年代/隱地編著 .-- 1 版 .-- 臺

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2-106-2 (EPUB) 

NT$195  

癡心董事長/荏君編著 .-- 2 版 .-- 臺

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2-080-5 (EPUB) 

NT$130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貓寬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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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

006-8 (第 3 冊:平裝) NT$250  

獸獵/瘋子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0809 .-- 375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27-0-0 ( 精 裝 ) 

NT$800  

魔術學院第一名畢業的我成為冒險

者,真有那麼奇怪嗎?/いかぽん作; 林

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4279-5 (第 2 冊:平裝) NT$200  

戀曲 1999/曉神驚作 .-- 高雄市 : 一木

工作室, 10810 .-- 冊 .-- ISBN 978-986-

97759-4-6 (全套:平裝) NT$600  

奇夢商店街. 肆, 聯合出擊/闇夜星河

作 .-- 臺北市 : 向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7360-90-8 (PDF) 

NT$90  

其他 

1850 年後義大利藝術歌曲及寫實歌

劇主義研究/林玲慧著 .-- 臺北市 : 東

和樂器, 10809 .-- 2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28-2-7 (精裝)  

2019 年 6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黃

寶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慧, 

108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82-5 (平裝)  

<<左傳>>中的戰爭語篇描寫研究/劉

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05-0 (EPUB) NT$580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EFL 

writing/Ching Chung Guey, Hui Wei 

Lin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台灣語言

教育學會, 10809 .-- 24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237-0-8 (平裝)  

A trilogy of believing: sun shooting/玨

曦圖.文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8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89-95-4 (平裝) NT$550  

Amazing New Zealand/林千源攝影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809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43-9-3 (平裝)  

*Amygdaloid/text Bastien de 

Lestrange .-- 新北市 : The (Psycho)-

Cultural Works, 10808 .-- 33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95493-4-9 (平裝)  

Aplicación dinámica de la traducción 

funcional: estudio integral de los 

factores contextuales/Ku Meng-hsuan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

書, 10809 .-- 1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089-99-2 (平裝)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19/ .-- 新北市 : 醫策會, 10811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4-0-

9 (平裝)  

Beauty and the beast/Original Author 

Madame de Beaumont; Adaptor David 

Desmond O'Flaherty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810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3-7 (25K 平裝附

光碟片)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8/[財團

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 臺北市 : 

臺灣民主基金會, 10810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41-6-7 (平

裝)  

Corporate Law Topics: Taiwan 

Speeches By Justice Randy J. 

Holland/author Randy J. Holland; editor 

& translator Lin, Chien-Chung .-- 1st 

ed.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3609-9-9 (PD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omposite media to animated images/谷

嫚婷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谷嫚婷, 

10808 .-- 1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991-1 (平裝) NT$350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XI/ .-- 1st ed. .-- 臺北市 : 法鼓山基金

會, 108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84-9-1 (平裝)  

English phonetics of EFL teachers/John 

Kwock-Ping Tse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鶴, 10809 .-- 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47-890-6 ( 平 裝 ) 

NT$400  

Exploring linguistics/張麗香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809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891-3 

(平裝) NT$690  

Free body diagram and basic mechanics/

李家麟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1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27-341-6 (平裝) NT$200  

Hit101 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何真

真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

文化, 10810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82-9-1 (精裝)  

Joint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resto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2019/廖健森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義守大學土木系, 10809 .-- 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6456-50-

3 (平裝)  

KIBO 機器貓闖天關. A/曾淑杏, 劉蕙

儀作 .-- 一版 .-- 桃園市 : 龍行文化, 

10809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2546-6-3 (平裝)  

K 線 1 美元退市天則: 悲觀者抱怨風

向與風帆 樂觀者期待風向 務實者調

整風帆/圖米(Mark Toomey)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37-6 (平裝) NT$400  

K 線一萬小時定律: 若你把金錢與技

術當成是神 它們便會像神一般的興

富發/柯夫勒(Larry Kofler)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18-5 (平裝) NT$400  

K 線圖小解讀大轉機: 如果你沒辦法

做簡單說明 那代表你瞭解得不夠透

徹/大衛(Boone Davis)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2-2 

(平裝) NT$500  

Locuciones nominales constituidas por 

nombres y adjetivos en español y 

construcciones equiparables en chino 

mandarín/劉珍綾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810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89-98-

5 (平裝)  

LU 階梯 金錢先知: 瞭解價值的人 不

需要我再解釋 不瞭解價錢的人 我不

需要解釋/布萊恩(Carl Bryant)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4-5 (平裝) NT$400  

Microelectronics: x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by Donald A. Neamen .-- 臺北

市 : 麥格羅希爾, 10809 .-- 8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21-6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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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 其基礎與臨床: 生物材料的更

新與展望/井澤常態等著; 興地隆史

編著; 林本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毅企業, 10809 .--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5353-7-3 (精裝)  

O2O 在敲門: 傳統企業成功轉型的

典型案例/劉強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12-8 (EPUB) 

NT$480  

Phonics for children/author Grace 

Shen .-- 1st ed. .-- 臺中市 : 專業全民

英檢, 10810 .-- 冊 .-- ISBN 978-986-

5765-31-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765-32-3 (第 4 冊:平裝)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Chen-Yu Chiang 等[編] .-- 

臺北市 : 計算語言學學會, 10810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5769-2-5 (平裝)  

Pursuing Taiwanese-ness: the 

contemporary music practices of Taitung 

indigenous people/趙陽明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心理, 10809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883-9 (平

裝) NT$300  

Randy J. Holland 在台公司法演講集

/Randy J. Holland 作; 林建中編輯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8249-0-3 (PDF)  

SAP 財務管控: 財務總監背後的「管

理大師」/任振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20-3 (EPUB) 

NT$490  

Simply read more. 6/written by Jane M. 

Chai .-- 臺北市 : 敦煌, 108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06-879-9 

(平裝)  

Smart textile dyeing & finishing: 200 

key information of dyeing &finishing 

practice/editor Sheng Li Tsai .-- 桃園

市 : 蔡勝利, 10809 .-- 43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13-9 (平裝)  

Southeast Asia: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editor by Samuel C. Y. 

Ku, Wen-Pin Lin, Khai Leong Ho .-- 1st 

ed. .--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

心, 10809 .-- 27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585-59-3 (平裝)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 

Asia proceedings. 2019/editor in chief 

Yu-Cheng Lin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情境智能學會, 108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282-1-4 (平

裝)  

VR 新秩序: 虛擬實境的商業模式與

產業趨勢/甘開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06-7 (EPUB) 

NT$650  

Where 旅遊味: 鳥取/劉建德總編輯 .-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0809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793-6-7 

(平裝) NT$200  

Writing success: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work today/Jennifer Shiue[作] .-- 1st 

ed.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10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83-

982-7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わかる!!台湾ビジネス Q&A: 専門家

による台湾ビジネス解説書 . 2019

年/奥田健士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0 .-- 5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141-0 (精裝)  

「雲林科學趣.海報設計競賽」得獎

作品集 . 2019 第一屆 /鄭文華總編

輯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官邸兒童

館, 10808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01-2 (平裝) NT$200  

一天裡的戲碼/隱地著 .-- 1 版 .-- 臺

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2-092-8 (EPUB) 

NT$240  

一頂小斗笠 : 梅山竹日常 /江寶釵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水, 10809 .-- 

46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986-

89620-9-5 (精裝)  

八又二分之一/丹尼爾.蘇維勒斯.范

弗(Daniel Sueiras Fanjul)等[作]; 夏蒂

蒂文字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伊日

美學生活基金會, 10810 .-- 4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0577-8-3 (平

裝) NT$1200  

人力資源管理從入門到精通/張明輝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19-7 (EPUB) NT$560  

人工智慧簡明知識讀本/人工智慧簡

明知識讀本編寫組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1-976-9 

(EPUB) NT$320  

人生五大抉擇: 用經濟學原理做出改

變命運的決定/羅伯特.邁克爾著; 李

為峰譯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244-1 (EPUB) NT$320  

人啊人/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

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73-7 (EPUB) NT$180  

人際關係理財經: 凡是幸福所無法療

癒的症狀 其他任何藥物也都無法療

癒/麥卡錫(Bob McCarthy)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42-0 (平裝) NT$650  

女人!女人!: 陳玉美膠彩畫集/陳玉美

作 .-- 臺中市 : 陳玉美, 10810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48-

1 (平裝)  

小小演說家/鄭麗傑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43-4 (EPUB) 

NT$320  

大父母. 2: 國外企業家成長課/趙若

言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991-9-1 (EPUB) NT$320  

大父母.1: 國外政治家成長課/常欣甜

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991-8-4 (EPUB) NT$320  

大片這麼拍!旅遊攝影高手新玩法/構

圖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953-7 (EPUB) NT$450  

女性城市書寫: 20 世紀英國女性小

說中的現代性經驗研究 /尹星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13-5 (EPUB) NT$749  

千金譜/董峯政, 魏千富編著 .-- 臺南

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10810 .-

- 59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93035-8-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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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去圖書館/杜岳作 .-- 再版 .-- 臺

北市 : 杜岳, 10809 .-- 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68-9 (平裝) 

NT$300  

三乘菩提概說. 第一冊/余正文老師

講述; 佛教正覺同修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佛教正覺同修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655-7-8 

(PDF)  

三國演義厚黑講義/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

677-7 (平裝) NT$299  

小提琴教堂: 信仰之旅(簡體字版)/王

利群, 蘇妙娟作 .-- 臺北市 : 基督福

音證主, 108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45-30-1 ( 平 裝 ) 

NT$130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古笈手

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108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0-17-

6 (平裝) NT$500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下品妙經/古笈手

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10809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0-19-

0 (平裝) NT$500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中品妙經/古笈手

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108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0-18-

3 (平裝) NT$500  

天上掉下來的大禮物: 很多時候 那

些我們無意改變的事情 最終改變了

我們的命運/布萊恩(Carl Bryant)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5-2 (平裝) NT$400  

太 平 洋 地 區 幼 兒 教 育 研 究 學 會

PECERA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9 第二十屆/周育如等作 .-- 臺北

市 : 毛毛蟲基金會, 10809 .-- 1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886-54-4 

(平裝) NT$350  

方向/就有不可思議: 千言萬語給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雷霆行動給人留下

鉅額的財富/舒謨(Max Schumer)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9-8 (平裝) NT$400  

少年子弟江湖老. 1: 紅粉佳人兩鬢斑 

中年大叔逢運發 如今紅顏又在側/隰

朋生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

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6-8 (平裝) NT$400  

少年子弟江湖老. 2: 生活不是等待暴

風雨過去 而是要學會在風雨中跳舞/

隰朋生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

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7-5 ( 平 裝 ) 

NT$400  

少年子弟江湖老. 3: 志同道合者 皆

不以山海為遠 志異道乖者 並不以咫

尺為近/隰朋生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91-648-2 (平裝) 

NT$400  

*少年新眼光讀經: 無法隔絕/少年新

眼光推動小組作 .-- 臺南市 : 教會公

報, 10810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77-3 (平裝)  

心的掙扎/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9-7 (EPUB) NT$255  

天使萌(もえ)粉萌寫真集(最萌珍藏

版)/天使もえ著; Zeff Studio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 

10809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54-2-7 (精裝) NT$600  

中國軍服圖解 1945-1980/吳尚融著 .-

- 1 版 .-- 臺中市 : 軍式風格多媒體工

作室,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8307-2-0 (PDF) NT$180  

中國基金定投全攻略: 銷售基金定投

好簡單/沈紹煒, 李厚豪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07-4 

(EPUB) NT$450  

中國資產管理行業報告. 2017 年: 嚴

監管環境下的資管行業轉型/中國財

富研究院, 星石投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131-9 (EPUB) 

NT$350  

中國標準體制改革及強制性條文的

理解與應用/徐有鄰, 鞏耀娜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90-2 

(EPUB) NT$250  

巴菲特 4x12 準則: 醫學治好身體毛

病 哲學解除靈魂煩惱 金錢療癒醫學

哲學/圖米(Mark Toomey)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25-3 (平裝) NT$400  

巴菲特能力圈 160: 你說找到了一條

沒有障礙的路 但它可能無法通達正

確的目第/舒馬克(Sergey Schumacher)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4-6 (平裝) NT$400  

六種方式獲得金錢: 男人若是有錢 

和誰都會很有緣 女人若是有錢 身邊

從來不得閒/艾格丹(Simon Aghdam)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4-3 (平裝) NT$400  

互聯網信貸風險與大數據: 如何開始

互聯網金融的實踐/陳紅梅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14-2 

(EPUB) NT$490  

*民灋/李洙德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百利, 10809 .-- 63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75-1-4 ( 平 裝 ) 

NT$750  

田文筆 轉角的風景/田文筆作 .-- 高

雄市  : 田文筆 , 10809 .-- 108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54-

2 (平裝) NT$500  

本日濃湯: 阿尼默/阿尼默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06-20-

2 (平裝)  

永年伯達千代德馨: 蘆竹德馨堂 120

周年特刊/陳定弘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伯達宗族會, 108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96-0-1 

(平裝)  

四季食療: 中醫師私藏的 340 道保健

食譜,中藥入菜、養生防病、美容塑

形,教你輕鬆吃出健康。/陳詠德著 .-

- 01 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 108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036-20-7 

(EPUB) NT$256  

生命曠野/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7-3 (EPUB) NT$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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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觀照 兒時記趣: 王仁傑創作個

展/王仁傑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

尚藝廊, 108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946-5-0 (平裝)  

永恆的誘惑: 宇宙之迷/張天蓉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61-2 (EPUB) NT$420  

用幽默的心情,面對不如意的事情/文

彥博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9-1 (平裝) NT$299  

以原有條件創造條件的空間設計/安

東尼.迪瑪利(Anthony Di Mari)作; 邱

喜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際

圖書, 10810 .-- 15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7022-98-1 ( 平 裝 ) 

NT$280  

他們都說妳「應該」: 好女孩與好女

人 的疼 痛養 成 ( 簡體 字版 )/周慕姿

著  .-- 新 北 市  : 大 眾 國 際 書 局 ,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32-9 (平裝)  

台海藝蹤. 2019/馮儀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畫院(臺北市), 

10809 .-- 3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5345-3-6 (平裝)  

本間 K 線大法: 優秀的人他們不需

要走什麼捷徑 優秀的人只要走起來

那就是捷徑/圖米(Mark Toomey)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3-9 (平裝) NT$650  

可視化輕鬆學 AI: Excel+Tensorflow/

高煥堂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廣悅

文化, 10809 .-- 3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946-9-5 ( 平 裝 ) 

NT$480  

出發吧,小旅行: 背包上肩.Go!Go!亞

洲/賴台生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

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71-247-2 (EPUB) NT$380  

幼稚園民間文化教育實踐研究/茹榮

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60-5 (EPUB) NT$350  

目標/就有不可思議: 財富可能彌補

上名譽的缺陷 名譽卻填補不了財富

的空白/舒謨(Max Schumer)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60-4 (平裝) NT$400  

台灣阿發伯/鄭月婷, 賴怡秀, 蔡奎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809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147-

893-7 (平裝) NT$300  

台灣獨曆. 2020: 台灣歷史上的今天

/Mock Mayson 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 10811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01-892-1 ( 平 裝 ) 

NT$700  

江山如此多嬌: 兩岸藝術家共繪黃山

/孫迪, 李宗仁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文創發展促進會, 10809 .-- 

80 面 ;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8333-0-1 (平裝) NT$860  

如 何 契 入 念 佛 法 門 / 平 實 導 師

(Venerable Pings)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正覺教育基金會,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924-6-8 (PDF)  

先知性事奉/謝宏忠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臺北靈糧堂, 10808 .-- 冊 .-- 

ISBN 978-986-98245-0-7 (全套:平裝

附隨身碟) NT$2000  

老派創新學: 打造新價值的 80 種未

來提案/李錫東作 .-- 臺北市 : 樂果文

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9036-19-1 (EPUB) NT$260  

老師變變變 億萬富翁: 最幸福的人

並未擁有最好的一切 他們只是把擁

有 的 一 切 變 成 最 好 / 高 樂 (Dyanna 

Goller)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

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5-0 ( 平 裝 ) 

NT$400  

回眸再現: 自我創作歷程之探討/謝

怡如作 .-- 臺中市 : 謝怡如, 10809 .-- 

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7113-6 (平裝)  

自創鉛筆山水畫繪圖功夫簡笈/沈冠

雄編寫 .-- 臺北市 : 沈冠雄, 10809 .-- 

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3-5 (平裝) NT$150  

企業公共關係案例解析/樊帥主編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91-9 (EPUB) NT$450  

老爺酒店集團的故事/王國欽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885-3 

(平裝) NT$100  

有錢並非萬能 沒錢萬萬不能: 生活

裡沒有錢 就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

錢  就 像 鳥 沒 翅 膀 / 艾 格 丹 (Simon 

Aghdam)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

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0-5 ( 平 裝 ) 

NT$400  

回歸教育本質/林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23-4 (EPUB) 

NT$380  

我五十歲後 一定會富貴: 若你很有

才能 勤勞會改進你 若你能力一般 

財富會彌補你/艾格丹(Simon Aghdam)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9-9 (平裝) NT$400  

*杜岳的首版作品集設計/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56-6 

(平裝) NT$800  

我的宗教我的廟/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085-0 (EPUB) 

NT$255  

我的書名就叫書/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081-2 (EPUB) 

NT$165  

*杜岳設計管理與創新課程企劃書 : 

狡猾的野狼/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

市 : 杜岳, 10809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3-3 ( 平 裝 ) 

NT$500  

你是天真,還是愚蠢?/夏洛克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6-

0 (平裝) NT$299  

吳耿禎: 篝火合歌(中英對照)/吳耿禎

等策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尊彩

國際, 10810 .-- 1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200-1-4 (精裝)  

佛教與成佛/師子苑居士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佛教正覺同修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655-8-5 

(PDF)  

宋朝,沒你想的那麼孬. 卷一, 龍鳳爭

霸/黃如一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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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圖書, 10809 .-- 368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921-88-0 ( 平 裝 ) 

NT$350  

宋朝,沒你想的那麼孬. 卷二, 金戈鐵

馬/黃如一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亞洲圖書, 10810 .-- 368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921-89-7 ( 平 裝 ) 

NT$350  

把話說進心坎裡/陶然著 .-- 第 2 版 .-

- 新北市 : 普天, 108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4-6 (平

裝) NT$250  

快樂的讀書人/隱地著 .-- 1 版 .-- 臺

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2-096-6 (EPUB) 

NT$225  

抉擇/就有不可思議: 鈔票離開了人 

並非廢紙一張 人離開了鈔票 只剩廢

物一個/舒謨(Max Schumer)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58-1 (平裝) NT$400  

改變/就有不可思議: 談錢傷感情 談

感情傷錢 不談錢沒感情 聰明談錢可

預見感情.../舒謨(Max Schumer)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7-4 (平裝) NT$400  

別讓小事綁架自己/宋時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8-4 

(平裝) NT$299  

亞太與拉美關係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致理科大, 10810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52-8-

5 (平裝) NT$350  

股市倖存者如是說(升級版): 投資比

例的數學分析和實踐 /魯晨光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59-9 (EPUB) NT$450  

卓有成效: 管理者的職業習慣/孫繼

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24-1 (EPUB) NT$349  

法式裸睡/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1-1 (EPUB) NT$225  

兩岸/隱地, 林貴真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84-3 (EPUB) 

NT$180  

兩岸「一帶一路」暨跨境電商與新

零售研討會. 2019/張迺英等編輯 .-- 

臺中郵 : 亞博, 10811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269-9-2 (平裝)  

卑 南 族 十 字 繡 技 法 工 具 書

/Pinuyumayan 卑南族原住民族教育

中心, 姆姆傳家寶工作室編輯 .-- 初

版 .-- 臺東縣 : 東縣卑南族自促協會, 

10808 .-- 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2034-5-6 (平裝) NT$200  

卑南族毛球技法工具書/Pinuyumayan

卑南族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姆姆傳家

寶工作室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 : 東

縣卑南族自促協會, 10808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034-6-3 

(平裝) NT$200  

拇指琴聲: 卡林巴的響樂之旅/張元

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

化, 108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81-6 (平裝) NT$420  

阿美語聖經新約附詩篇箴言/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0811 .-- 

147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6674-48-8 (平裝)  

東海通識: 環境東海系列套書/林良

恭等著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冊 .-- ISBN 978-957-548-042-

4 (全套:平裝)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08 學年度/林良

恭總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809 .-- 1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8-043-1 (平裝)  

兒童社區照護: 兒童健康促進/陳妙

星 編 著  .-- 花 蓮 市  : 慈 濟 科 大 , 

10812 .-- 2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00-3-2 (平裝)  

供給側改革: 消費者的新價值主張/

陳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681-967-4 (EPUB) NT$550  

服裝打版製作實務. 第二冊/安東尼

歐.唐納諾(Antonio Donnanno)作; 吳

彥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際

圖書, 10812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314-0-6 ( 平 裝 ) 

NT$650  

拉達克攝影集: 哈囉,拉達克/吳錦雯

攝影; 劉凱倫文字 .-- 初版 .-- 彰化縣 : 

吳洧騏, 108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04-4 ( 平 裝 ) 

NT$580  

服裝設計與實戰/王志惠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000-5 

(EPUB) NT$750  

卑鄙奸雄曹操. 1, 梟雄爭霸/疏星淡

月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0-7 (平裝) NT$280  

卑鄙奸雄曹操. 2, 千古奸雄/疏星淡

月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1-4 (平裝) NT$280  

幸福的持續/王拉娣等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54-4 

(EPUB) NT$350  

花團圓: 曾雍甯個展/劉素玉策展 .-- 

臺北市 : 高士文化藝術, 10810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4948-4-

7 (平裝) NT$1000  

幸福說明書/尼爾.安德生, 查爾斯.麥

蘭德著; 吳蔓玲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89-8 (PDF) NT$350  

幸福說明書/尼爾.安德生, 查爾斯.麥

蘭德著; 吳蔓玲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88-1 (EPUB) NT$350  

空調冰水系統能源效率長期及短期

量測程序/周瑞法, 陳匯中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冷凍空調技師公會

全聯會, 10809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382-3-5 ( 平 裝 ) 

NT$300  

松蔭裏 : 松蔭藝術展覽作品特輯 . 

2018-2019/潘敦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松蔭藝術, 10809 .-- 26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6367-5-9 (精裝)  

店鋪營運: 網上店鋪視覺行銷指南/

曹天佑, 劉紹婕, 時延輝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63-6 

(EPUB) NT$550  

金磚國家投資環境報告: 巴西(2017

版)/中國經濟資訊社, 普華永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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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32-6 (EPUB) NT$350  

金磚國家投資環境報告: 中國(2017

版)/中國經濟資訊社, 普華永道中國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30-2 (EPUB) NT$350  

金磚國家投資環境報告: 南非(2017

版)/中國經濟資訊社, 普華永道中國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34-0 (EPUB) NT$350  

金 磚 國 家 投 資 環 境 報 告 : 俄 羅 斯

(2017 版)/中國經濟信息社, 普華永道

中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11-133-3 (EPUB) NT$350  

奇蹟課程釋義: 正文行旅. 第一冊/肯

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3881-9-1 (EPUB) NT$245  

奇蹟課程釋義: 奇蹟課程序言行旅/

肯尼斯 .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

著; 若水譯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奇

蹟資訊中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707-8-7 (EPUB) 

NT$154  

英文文法教學解析/劉窕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8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892-0 

(平裝) NT$200  

後天派陽宅風水: 陳弘老師教您趨吉

避 凶好 運旺 旺來 (簡 體字版 )/陳弘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46-5 

(EPUB) NT$340  

*建立學習信心與認同感為基礎提升

多益教學成效/徐郁茹作 .-- 1 版 .-- 

桃園市 : 徐郁茹, 10809 .-- 1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99-3 (平

裝)  

相守一生的秘密: 幸福婚姻枕邊書/

陳素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16-017-3 (EPUB) NT$360  

活在當下,才能真正放下/千江月著 .-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8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

675-3 (平裝) NT$299  

看見四季: 玩藝術.品美學.動手解決

問題,四季藝術幼兒園的教育創新之

路/唐富美, 四季藝術教育機構口述; 

李政青書寫; 王慧雲, 李佩芬責任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499-3 (EPUB) NT$460  

相位套書/韓良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瓜國際,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5994-8-1 ( 全 套 : 平 裝 ) 

NT$1000  

相信我們的愛.三人習題/荏君編著 .-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75-1 

(EPUB) NT$140  

風格的要素(漢英對照)/威廉.斯特倫

克著; 李彥譯 .-- 初版 .-- 新竹縣 : 方

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71-242-7 (EPUB) NT$250  

穿梭枷鎖的歲月/牧雲作 .-- 高雄市 : 

桂瑞華, 10809 .-- 4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1-6 ( 平 裝 ) 

NT$300  

*美國憲法精選案例/姚思遠, 范秀羽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吳法學院, 

108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568-79-4 (平裝) NT$950  

風景的意志 : 羅盈嘉作品 /羅盈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羅盈嘉 , 

10809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8-5 (平裝) NT$350  

重新定義企業使命: 股東最大利益不

再是唯一依歸 而是需要考量所有利

害關係人/麥卡錫(Bob McCarthy)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4-4 (平裝) NT$400  

建築三十九渡/李曉明著 .-- 第 1 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52-0 (EPUB) 

NT$550  

耶穌的苦路 瑪德羅賓的默想/愛德之

家 (Foyer Charité) 原 著 ; Julia Weng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博爾青年服

務協會, 10811 .-- 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3-1-2 ( 平 裝 ) 

NT$150  

致親愛的孤獨者 /駱以軍文字創作; 

鐘冠發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夢田

文創, 10809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439-1-7 ( 精 裝 ) 

NT$250  

建築與室內設計之構成方法/西摩斯.

范伐齊迪斯(Simos Vamvakididis)作; 

邱喜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

際圖書, 10810 .-- 160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7022-99-8 ( 平 裝 ) 

NT$280  

美麗北海道攝影集/郭王寶梅, 郭英

雄作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0809 .-- 13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035-1 (平裝) NT$600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以弗所書/彭國瑋總編輯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0810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674-82-2 

(平裝)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

字版): 以弗所書/彭國瑋總編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0810 .-- 

1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6674-84-6 (平裝)  

島/鄧凱元, 錢德勒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鄧凱元, 10811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084-9 (精裝)  

唐人小說 /汪國垣編著 ; 朱沛蓮校

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1-5 

(EPUB)  

孫子兵法完全使用手冊: 侵掠如火/

左逢源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8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671-5 (平裝) NT$380  

海之樂章: 莊賢智個展作品集/莊賢

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09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3-250-0 (平裝)  

*海外旅行到日本 2016 年/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2-6 

(平裝) NT$1500  

*海外旅行到以色列 2018 年 /杜岳

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9-7 (平裝) NT$1500  

*海外旅行到加拿大 2018 年 /杜岳

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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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58-0 (平裝) NT$1500  

*海外旅行到印度 2018 年/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0-2 

(平裝) NT$1500  

*海外旅行到臺灣 2014 年-2015 年. 

第一集/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4-0 ( 平 裝 ) 

NT$1500  

*海外旅行到臺灣 2014 年-2015 年. 

第二集: 工作經驗特別版/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5-7 

(平裝) NT$1500  

*海外旅行到澳洲 2016 年/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71-9 

(平裝) NT$1500  

烏克城堡/龍映育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8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82-7-7 

(平裝)  

海南話商務旅遊會話 300 句/黃揚升

著  .-- 1 版  .-- 臺中市  : 黃揚升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7009-2 (PDF) NT$100  

海恩安全法則 K 線: 每一起嚴重事

故的背後 有 29 次輕微事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韋柏(Brian Weber)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3-7 (平裝) NT$400  

高效率的會議技巧/陳立航, 黃憲仁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0810 .-- 3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85-6 (平裝) NT$420  

神啊祢正在對我說話嗎?/葉春幸著 .-

- 臺中市 : 幸福文化企業, 108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0629-3-0 (平裝) NT$250  

泰國佛牌神牌(簡體字版)/楊松年等

作 .-- 第一版 .--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

學歷史文化觀光產業創新研究中心, 

10809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5-57-9 ( 平 裝 ) .-- ISBN 

978-986-6585-58-6 (精裝)  

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秋季展): 粉彩

之美/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國際粉彩協

會, 10809 .-- 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2267-7-6 ( 平 裝 ) 

NT$800  

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李明賢文 .-- 

初 版  .-- 高 雄 市  : 紅 毛 港 文 創 , 

10809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81-1-3 (精裝)  

恐 龍 的 啟 示 / 肯 尼 斯 . 拉 科 瓦 拉

(Kenneth Lacovara)著; 徐仕美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482-5 

(PDF) NT$300  

庫藏股 K 線動能: 目標忌離心離德 

思想忌蛻化變質 組織忌拉幫結派 行

動忌陽奉陰違 /柯夫勒(Larry Kofler)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19-2 (平裝) NT$500  

眾生/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

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72-076-8 (EPUB) NT$195  

現代人生/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78-2 (EPUB) NT$240  

現代史事論叢/吳湘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6-0 (EPUB)  

清代秘史/徐益棠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1-4 (EPUB)  

張仲麟指彈創作專輯樂譜: 春拾/張

仲麟 [作 ] .-- 臺北市  : 三川娛樂 , 

108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184-1-9 (平裝)  

莫那利的機器/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繪著;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06-16-5 (精

裝) NT$450  

逐步東行. 2019 第 6 期/劉覲瑢主

編 .-- 新竹縣 : 彭雅芳, 1081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7005-4 

(平裝)  

張志強畫集 : 夢迴水墨 /張家豪編

輯 .-- 臺南市 : 天晴文化, 10809 .-- 48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2002-4-0 (平裝)  

基金第一名暴發戶: 全球資金湧入被

動式管理基金 但被動式管理基金將

是個泡沫/麥卡錫(Bob McCarthy)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7-7 (平裝) NT$400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一/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2-2 (EPUB)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二/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3-9 (EPUB)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三/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4-6 (EPUB)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一/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7-7 (EPUB)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二/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8-4 (EPUB)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三/梁鼎銘

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39-1 (EPUB)  

速食店的兒子 哈佛耶魯: 看不開的

人活在昨天 想太多的人活在明天 智

財 勇 的 人 活 在 今 天 / 柯 夫 勒 (Larry 

Kofler)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

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15-4 ( 平 裝 ) 

NT$400  

連建興/連建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宛儒畫廊 , 10810 .-- 14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321-0-

6 (精裝) NT$1000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0/陳宥潞

編著 .-- 新北市 : 陳宥潞, 10809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7044-3 (平裝) NT$250  

理財大師中的大師: 收入就像鞋子 

太小就會疼痛 收入突然太大 則會使

人迷失/麥卡錫(Bob McCarthy)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5-1 (平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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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外史/楊村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2-1 (EPUB)  

探索世界建築遺產/Francesco Boccia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0 .-- 1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03-38-6 (精裝) NT$999  

從哥本哈根到巴黎: 國際氣候制度的

變遷和發展/朱松麗, 高翔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55-1 

(EPUB) NT$750  

國家形象: 創新與融合/范紅, 胡鈺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02-9 (EPUB) NT$480  

清宮秘譚/吳湘湘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0-7 (EPUB)  

國家發展、社會整合與菁英互動: 國

際視野下的兩岸關係/歐陽新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809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49-

4 (平裝) NT$300  

*雪梨到伯斯的道路旅行/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09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067-2 

(平裝) NT$1000  

毫無隱藏: 夫妻之愛帶領者手冊/貝

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合著; 高倢, 林少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

會, 108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28-3-8 (平裝)  

毫無隱藏: 單身營會帶領者手冊/貝

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合著; 高倢, 林少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

會, 108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28-4-5 (平裝)  

商業信用環境下的供應鏈契約設計

與營運決策/吳成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001-2 (EPUB) 

NT$550  

基 督 徒 的 藝 術 觀 / 薛 華 (Francis A. 

Schaeffer)著; 黃語慧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中國學園,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6521-87-4 (PDF) 

NT$200  

教會與歷史: 生活中的先知之口述故

事/周聰智等口述; 蔡蕙如暨南臺科

技大學 104.2<<故事學-從傳統故事

至新故事>>通識課程全體同學採錄; 

蔡蕙如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

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808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7-59-1 

(平裝)  

情緣.飛雪/完敗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74-4 (EPUB) NT$200  

這輩子一定要穿金戴銀: 從悲劇中走

出來 接著演的是喜劇 沉緬於喜劇之

中  最後演的是悲劇 /柯夫勒 (Larry 

Kofler)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

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17-8 ( 平 裝 ) 

NT$400  

教練領導力: 少指令、多培育,倍增

你的影響力 (簡體字版 )/基斯 .韋伯

(Keith E. Webb)作; 柯美玲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6521-90-4 

(EPUB) NT$200  

教練聽說: 開啟你與我的智慧/孫健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15-9 (EPUB) NT$380  

教學力: 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藍偉

瑩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507-5 (EPUB) NT$400  

商學院沒教的賺錢秘訣: 頂尖投資人

自有高明的先見 忍著不出場最後才

有 高 報 酬 / 艾 格 丹 (Simon Aghdam)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6-9 (平裝) NT$400  

傘上傘下/隱地編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87-4 (EPUB) 

NT$285  

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 2019/王龍風, 

潘金英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經營

管理研究院, 10809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971-6-9 (平裝) 

NT$1000  

給未來藝術工作者的一封信/潘小雪

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當代藝術館, 

10809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518-8-2 (平裝)  

富爸爸窮爸爸 8 顆球: 朋友就是朋友 

別讓朋友入夥 友誼就是友誼 商場在

商言商/甘戴爾(Alee Gandel)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29-1 (平裝) NT$400  

揭祕: 物聯網原理、實踐與解決方案

/周晨光著; 趙千川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03-6 (EPUB) 

NT$450  

掌握市場周期賺錢. 1: 板凳要坐十年

冷 文章不寫半句空 金山有路勤為徑 

錢海無涯苦作舟/艾思博(James Esper)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1-2 (平裝) NT$400  

掌握市場周期賺錢. 2: 板凳要坐十年

冷 方向不對一場空 有錢人愈來愈肥 

沒錢人愈來愈瘦/艾思博(James Esper)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2-9 (平裝) NT$400  

掌握市場周期賺錢. 3: 板凳要坐十年

冷 研發不做永遠空 每一個偉大工程 

最初看都不可能/艾思博(James Esper)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3-6 (平裝) NT$400  

傅 雅 雯 作 品 (2013-2019)/ 傅 雅 雯 編

輯 .-- 高雄市 : tamtamART TAIWAN, 

10810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878-3-6 (平裝)  

費華練習曲(大譜版). 下/張家禎編

訂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0809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6054-47-1 (平裝)  

創業人生. 貳: 草根成長與成功之道/

周前進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66-7 (EPUB) NT$450  

曾經租不起屋 睡車上: 他如今身家

135 億元 他這樣看理財-只買買得起

的東西/柯夫勒(Larry Kofler)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16-1 (平裝) NT$400  

湯運添油畫創作集: 綻動: 蛻變/湯運

添作 .-- 初版 .-- 花蓮縣 : 湯運添, 

108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3-6997-3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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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運添油畫創作論文集: 訂製真實: 

繪畫圖像中的象徵與慰藉 /湯運添

作  .-- 初版  .-- 花蓮縣  : 湯運添 , 

10808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6998-0 (平裝) NT$660  

創新領跑者: 兩化融合驅動的新模式

新經營型態/中國企業聯合會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64-3 (EPUB) NT$450  

最會賺危機財的人. 1: 機會並不是留

給準備好的人才 是已經準備好的人

物才有機會/大衛(Boone Davis)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8-3 (平裝) NT$400  

最會賺危機財的人. 2: 他為什麼都不

用做 就能猛賺?就能讓 1 萬美元變

5100 萬美元/大衛(Boone Davis)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9-0 (平裝) NT$400  

最會賺危機財的人. 3: 當眾人六神無

主時 我鎮定自若 當眾人猜忌懷疑時 

我自信如常/大衛(Boone Davis)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0-6 (平裝) NT$400  

超圖解 10 倍速影像閱讀法/胡雅茹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3-934-8 

(EPUB)  

智慧機器人與機器視覺應用於製鞋

程序之研究/王文騰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2-3 

(平裝)  

華醫百「聞」記實: 2016-2019 新聞

精選集/張明蘭作 .-- 臺南市 : 中華醫

事科大, 10809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437-5-2 (平裝)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收服 3 歲不要

兒的情緒教養戒吼術/親子天下編輯

群等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506-8 (EPUB) NT$250  

跨文化商務溝通的範式研究: 實踐的

理論精要/劉永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16-6 (EPUB) 

NT$790  

新手學貴金屬投資交易(入門與實戰

468 招)/陳國嘉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16-004-3 (EPUB) 

NT$450  

碎心簷/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

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77-5 (EPUB) NT$160  

催生 124 個億萬富翁: 生命裡有太多

的貴客 匆匆地來給你上一課 然後就

消失不見了客/麥卡錫(Bob McCarthy)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1-5 (平裝) NT$400  

新市: 白蓮霧的故鄉/陳美玲撰文 .-- 

臺南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 

10810 .-- 33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3035-6-9 (精裝)  

新北市美展. 2019/蔡佳芬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0810 .-- 15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3-09-5 

(光碟片) NT$300  

過去的鄉居生活/朱志強, 唐桓臻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50-6 (EPUB) NT$350  

當代譯本聖經/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0810 .-- 1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01-95-3 (25K

彩色仿皮燙金-地圖金精裝) .-- ISBN 

978-986-5801-96-0 (25K 彩色仿皮燙

綠-清新綠精裝)  

當沖 K 線掌握套現: 沒有苦逼的付

出 哪有牛逼的明天 萬丈高樓平地起 

輝煌只能靠自己/甘戴爾(Alee Gandel)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3-8 (平裝) NT$400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簡體字版)/

不朽作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33-6 (平裝)  

暗夜/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繪

著;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811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6-15-8 ( 精 裝 ) 

NT$800  

新知研討會台灣鯛之養殖與營養研

討會. 108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 東 縣  : 育 宙 農 業 生 技 , 

10809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2-3 (平裝)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二. 108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809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1-

6 (平裝)  

電動車產業的創新思考: 硬技術+軟

技術/薛奕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58-2 (EPUB) NT$460  

愛喝咖啡的人/隱地著 .-- 1 版 .-- 臺

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2-086-7 (EPUB) 

NT$255  

新媒體跨界交互設計/趙杰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1-956-8 

(EPUB) NT$750  

聖達瑪學院自性勢能系統鍛練實務

手冊/聖達瑪學院師資群作 .-- 臺中

市 : 光遠心國際, 108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07-2-4 (第 3

冊:平裝) NT$480  

詩歌行草書/吳啟禎著 .-- 新北市 : 致

琦企業, 10809 .-- 8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97519-1-9 ( 平 裝 ) 

NT$500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家禽人道運

送指南/廖震元, 陳書儀作 .-- 新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0809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1-1-6 (平

裝)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野生動物人

道運送指南/廖震元, 陳書儀作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0809 .-- 2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1-2-

3 (平裝)  

詩選及習作: 華語教學與詩歌鑑賞/

五言絕句/許玉青著; 王宣曆校釋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8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045-0 (PDF) 

NT$180  

綠川 : 點點滴滴的日子 /林良哲文

字  .-- 臺中市  : 愛社享生活文化 , 

10810 .-- 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022-3-2 (經摺裝) NT$150  

網店美編: 網店視覺設計實操指南/

曹天佑, 王君赫, 潘磊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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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957-681-965-0 

(EPUB) NT$500  

綠時尚的環境思維檢索: ECO.Design 

Thinking. 2018/黃莉婷主編 .-- 臺北

市 :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10809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29-

376-4 (平裝)  

槍械&制服美少女畫冊 /Ascii Media 

Works 作; 林耿生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811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12-144-0 (平裝)  

槍 械 & 制 服 美 少 女 畫 冊 . 2016-

2018/Ascii Media Works 作; 林耿生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2-

145-7 (平裝)  

精健道綱要: 讀書會與工作坊. 一, 覺

知腦力/胡海國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10809 .-- 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779-9-6 (平

裝)  

團隊合作培訓遊戲 /任賢旺編著 .-- 

增訂四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 

10810 .-- 3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86-3 (平裝) NT$420  

網絡的力量: 第一屆網絡社會年會論

文集/黃孫權等作 .-- 高雄市 : 智慧都

市網絡,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62-0-4 (EPUB)  

圖 像 小 說 報 G-Papers/ 大辣 編 輯 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0810 .-- 

24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6634-

95-6 (平裝) NT$200  

圖像煉金術: 郭維國的繪畫秘儀/大

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10810 .-- 

64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7038-0-2 (精裝)  

漲潮日/隱地著 .-- 1 版 .-- 臺北市 : 聯

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0-4 (EPUB) NT$300  

輕鬆寫客語: 簡明客語拼音系統的介

紹與練習/黃瑞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陸書店, 10809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7061-77-5 (平裝)  

臺灣音畫/鮑元愷作曲 .-- 彰化縣 : 李

全順, 10809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7047-4 (平裝附影音

光碟)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9 年度報

告/林大利等作 .-- 臺北市 : 野鳥學會,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5425-7-0 (平裝) NT$200  

臺灣農村時代臺語民俗雜詩: 阿土講

古新十二生相/陳水土作 .-- 新北市 : 

陳水土, 10810 .-- 1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03-7 ( 平 裝 ) 

NT$350  

熱心公益在鳴頭: 保正鄭萬斷的生命

故事/鄭燦彬文 .-- 臺南市 : 臺南市環

湖社區發展協會, 108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25-1-1 (精

裝)  

德光眼鏡行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

報告/莊高閔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21-0-6 

(EPUB)  

數位模擬人進階運用於多元教學課

程之教學實踐/張淑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0-6 

(平裝) NT$355  

標竿中級閱讀 100 篇. A/賴素如策劃

總 編  .-- 臺 中 市  : 標 竿 出 版 社 , 

108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28-5-6 (平裝) NT$400  

蔡尉成雕塑創作集. 2016-2019/杜孟

軒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大雋藝術, 

10810 .-- 1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2682-1-9 (精裝) NT$1500  

影視攝影技藝/李培林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1-951-3 

(EPUB) NT$550  

億萬富豪丹尼爾: 為失聯的螞蟻引路 

為受挫的人們指路 就是最適當的行

善/韋柏(Brian Weber)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41-3 

(平裝) NT$400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徐益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0-35-3 

(EPUB)  

歷史是財產的重分配: 當舞台上的角

落放著一支槍 在劇終之前 它一定會

用得上/大衛(Boone Davis)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28-4 (平裝) NT$400  

積非成奴: 福爾摩沙(琶侃)華奴化台

灣士紳難辭其疚/埔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費邊社文創, 10809 .-- 25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97-1-

7 (平裝) NT$300  

樸茂精嚴: 林岳瑩書法作品集/林岳

瑩執行編輯 .-- 花蓮市 : 遠景印刷企

業, 10809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43-6-0 (精裝) NT$600  

樸素高貴: 廖修平的藝術歷程(中英

對照)/林柔安策劃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尊彩國際, 10809 .-- 1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00-2-1 (精

裝)  

機會與命運/阿梵禔: 人生往往沒有

什麼最好的決定 只有在決定之後才

能做到最好/柯夫勒(Larry Kofler)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0-8 (平裝) NT$400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畢業作品選. 

107 級/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

德科大設計學院, 10809 .-- 1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34-0-2 (平

裝)  

窸窸窣窣/中田郁美作 .-- 臺北市 : 雲

清藝術中心, 10810 .-- 12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84562-5-9 (平裝)  

機器學習及其應用/高陽, 陳松燦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62-9 (EPUB) NT$580  

親職壓力量表: 指導手冊/Richard R. 

Abidin 編製; 翁毓秀修訂 .-- 四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0 .-- 4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191-884-6 (平裝) 

NT$600  

隱地看小說/隱地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4-2 (EPUB) 

NT$300  

隱地極短篇/隱地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2-095-9 (EPUB) 

NT$195  

營運資金概念重構與管理創新/孫瑩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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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81-968-1 (EPUB) NT$550  

薪酬管理從入門到精通/閆軼卿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11-1 (EPUB) NT$580  

績優股房地產 雙雄較勁: 穿錯了鞋

得腳疼 愛錯了人得心疼 人生路上 

鞋 要 合 腳  人 要 合 拍 / 圖 米 (Mark 

Toomey)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

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26-0 ( 平 裝 ) 

NT$400  

雙秋居文存. 海峽兩岸漢字篇/李鍌

著 .-- 新北市 :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777-5-4 (平裝)  

藍斯登 K 線法則: 在向上爬時要保

持梯子的整潔 否則你要下來時可能

就會滑倒/高樂(Dyanna Goller)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經 史 子 集 , 

10809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56-7 (平裝) NT$500  

離散與圓通: 馮鍾睿的藝術之旅(中

英對照)/潘安儀著 .-- 臺北市 : 亞洲

藝術中心, 10810 .-- 30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95664-2-1 (精裝)  

藝術大師瑰寶/Lucia Gasparini, Serena 

Paola Marabelli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閣林文創, 10810 .-- 176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986-5403-37-9 ( 精 裝 ) 

NT$999  

鏡頭言說: 石宏敏攝影作品選/石宏

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33-3 (EPUB) NT$799  

關鍵買賣時點. 1: 我彎下腰 再彎下

腰 再彎下腰 就是為了贏得一個昂首

抬頭的機會/甘戴爾(Alee Gandel)著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630-7 (平裝) NT$400  

關鍵買賣時點. 2: 憂慮並不會解除明

天的麻煩 盲動只會消耗你今天的力

氣 /甘戴爾(Alee Gandel)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31-4 (平裝) NT$400  

關鍵買賣時點. 3: 只要我有了錢 天

下任憑我行 只要你沒了錢 足下寸步

難行/甘戴爾(Alee Gandel)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經史子集, 108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1-

632-1 (平裝) NT$400  

藝饗世界: 社內創作集/陳美玲總編

輯 .-- 臺南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

會, 10810 .-- 45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3035-7-6 (精裝)  

黨外風雨: 台灣政論散文的自由意識

/葉衽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

文創,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11-136-4 (EPUB) NT$350  

歡迎光臨靈魂交易所/主兒著 .-- 2

版 .-- 臺北市 : 聯合線上, 108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2-079-9 

(EPUB) NT$99  

邏輯思維遊戲大全集 /于雷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018-0 (EPUB) NT$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