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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ISBN 978-986-5433-17-8 ( 平 裝 )
NT$280
1.檔案管理 2.問題集 027.022

國學
特藏
台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 / 松田康
博作 ; 黃偉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發行, 10811 .- 4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04-3-0 (平裝) NT$480
1.中國國民黨 2.歷史 3.臺灣政治
005.29

目錄學；文獻學
刻印時代 : 古籍歷史與文化內涵 / 孫
鵬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01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2-6
(平裝) NT$150
1.古籍 2.書史 3.印刷術 4.中國
011.2
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 /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著 ; 林麗雪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06-3 (平裝) NT$650
1.推薦書目 012.4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圖書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 張慧銖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出
版 : 華藝數位發行, 10812 .-- 376 面;
23 公分 .-- (圖書資訊學系列 ; 4) .-ISBN 978-986-437-173-0 ( 平 裝 )
NT$650
1.圖書資訊學 2.資訊服務 020
大 學圖書館 的創新思 維 / 劉吉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5-2 (平裝) NT$350
1.大學圖書館 2.圖書館管理 024.7
檔案庫房設施建置 Q&A / 林人立,
許尹馨, 郭銘昌撰寫 ; 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編 .-- 三版 .-- 新北市 :
檔案局, 10809 .-- 188 面; 30 公分 .--

全彩圖解國學知識 / 夢華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901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4-3 (平裝)
1.漢學 030
君子之學 : 琴棋書畫與六藝課目 / 陳
秀伶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9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1-9 (平裝)
NT$150
1.漢學 2.中國學 3.中國文化 4.文集
030.7
渴望「形式」的「感受」 : 先秦儒
家的政治考古學 / 李雨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6-8
(平裝) NT$400
1.儒家 2.先秦哲學 030.8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中正高工學報. 第 18 期 / 許慶雄, 柯
立明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中正
高工, 10810 .-- 12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16-11-9 (平裝)
1.期刊 051
岡中學報. 第 32 期 / 鄭雅方主編 .-初版 .-- 高雄市 : 岡山高中, 10811 .-1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01-1 (平裝)
1.期刊 051
國立中山大學年報. 2018-19 / 蔡秀芬
等 編 輯 .-- 高 雄 市 : 中 山 大 學 ,
10810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14-83-0 (平裝)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世界博物館 / 朱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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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2 .-432 面 ; 28 公 分 .-- (Theme ;
43)(Theme ; 44) .-- ISBN 978-986-2895

499-6 (平裝) NT$980 .-- ISBN 978986-289-500-9 (精裝) NT$1500
1.博物館 069.8
故宮全覽 / 卓琇琴, 蘇慶豐, 蔡炯民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811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62-824-6 (平裝)
1.國立故宮博物院 2.博物館導覽
069.83301

普通論叢
小窗幽記 : 與拂過大明宮闕的文清
風共食,且餐人生的十二道風味。 /
陳繼儒原著 ; 東籬子解譯 .-- 初版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52-9-6
(平裝) NT$380
1.小窗幽記 2.注釋 075.6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 王汎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811 .-232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刊 ; 161) .- ISBN 978-986-97555-7-3 ( 平 裝 )
NT$300
1.言論集 078
末日鐘聲 / 沈金生作 .-- 宜蘭縣三星
鄉 : 沈金生, 10810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62-4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近六百年中國城市生活的性別與權
力 / 盧建榮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高地, 10810 .-- 211 面; 21 公分 .-(社會/文化史集刊 ; 24) .-- ISBN 978957-8724-47-1 (平裝) NT$200
1.言論集 078
思想第三世界 / 高士明, 賀照田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人間, 10810 .-504 面; 23 公分 .-- (人間思想 ; 10)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6302-8-3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慶文博學院學
生論文集. 107 學年度 / 李俊緯執行
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藝術大學,
10811 .-- 2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25-0-1 (平裝) NT$500
1.言論集 078
情繫北大武山 : 聖山幽情 / 楊天攢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楊天攢,

10811 .-- 3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6-5 (平裝) NT$480
1.言論集 078
跨界意象 : 關於生活的多面向思考 /
呂詠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10 .-- 22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11) .-- ISBN 978-986-314-490-8
(平裝) NT$320
1.言論集 078
劉峯松全集. 1, 堅持走對的路 / 劉峯
松編 .-- 初版 .-- 彰化市 : 拓展文教基
金會, 10810 .-- 3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87013-7-3 ( 精 裝 )
NT$380
1.言論集 078

群經
歷史敘事與經典文獻隅論 / 李隆獻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500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
究叢書. 戰後臺灣經學叢刊 ;
504004) .-- ISBN 978-986-478-321-2
(平裝) NT$32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總論
原來生命習題還能這麼解?! : 26 種
青春必備的哲學思考法 / 人生學校
(The School of Life)作 ; 安娜.多爾地
(Anna Doherty)繪 ; 陳信宏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1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05-04-2 ( 平 裝 )
NT$360
1.哲學 2.通俗作品 100

學術思想概論
*中國思想史扼要 / 鄧韻梅編著 .-臺中市 : 必中, 10810 .-- 100 面; 29 公
分 .-- (系統文學 ; 第 101 集)(系統書
庫 ; 第 143 輯) .-- ISBN 978-98698380-0-9 (平裝) NT$300
1.思想史 2.中國 112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
第七期 /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

科學學報編輯委員會編審 .-- 臺南
市 : 崑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810 .- 250 面; 30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98416-0-3 (平裝)
1.人文學 2.社會科學 3.期刊 119.05

中國哲學
周 易古今文 鑑賞讀 本 / 張昭珮編
著 .-- 新北市 : 張昭珮, 10811 .-- 1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22 (精裝) NT$1200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三十, 困卦、井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10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68-1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一, 革卦、鼎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10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69-8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九, 萃卦、升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67-4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傅 佩榮周易 哲學十五 講 / 傅佩榮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812 .-- 488 面; 23 公分 .-- (世界公
民叢書) .-- ISBN 978-986-360-145-6
(平裝) NT$540
1.易經 2.注釋 121.12
*我所認識的易經. 二, 需訟至大有十
卦漫談 / 毛炳生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毛炳生, 10811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59-4 (平裝)
NT$35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學易自強 / 陳坤祥手稿 ; 蕭惠貞整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坤祥老師易
經讀書會,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432-0-1 (全套:精裝) NT$18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夏學論集. 貳 :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逝
世八週年紀念 / 徐泓等作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奉 元 學 會 ,
10810 .-- 300 面; 26 公分 .-- (夏學論
集 ; 2) .-- ISBN 978-986-95623-1-7 (平
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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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學 2.文集

121.207

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 : 人人必讀的
七本書: <<論語>>、<<孟子>> / 辛意
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alinea ;
9) .-- ISBN 978-957-05-3240-1 (平裝)
NT$420
1.論語 2.孟子 3.讀本 121.22
*白陽大學讀本 : 三綱領八條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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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904-87-6 (平裝)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
亂世好修莊子禪 : 憨山大師之<<莊
子內篇注>> / (明)憨山德清著解 ; 林
中華白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中華, 10811 .-- 36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6521-0 (平裝)
1.莊子 2.注釋 121.331
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 / 中華文化總
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 陳飛龍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812 .-- 冊 .-- (古籍今註今譯) .-ISBN 978-957-05-3238-8 (全套:平裝)
NT$1600
1.抱朴子 2.注釋 123.421
李覯政治思想研究 : 儒家功利學派
在宋代的發展 / 張春貴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3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0-6 (平裝) NT$550
1.(宋)李覯 2.政治思想 3.儒學
125.11
新心學原理講義 / 皇甫金石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文
化傳播發行, 10810 .-- 25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7377-8-4 (平裝)
NT$40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傳習錄 : 融會王明陽理絡從「心」
出發,讓職場從複雜變簡單。 / 王陽
明原著 ; 遲雙明解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08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451-0-6 (平裝)
NT$380
1.傳習錄 2.注釋 126.41
王 船山氣化 生命論研 究 / 康自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0-8 (平裝) NT$400
1.(清)王夫之 2.學術思想 3.易學 4.形
上學 127.15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52-5 (平裝) NT$650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66

西洋哲學

在阿爾卑斯山與尼采相遇 / 約翰.蓋
格(John Kaag)著 ; 林志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Viewpoint ; 98) .-- ISBN 978986-477-756-3 (平裝) NT$360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47.66

西洋哲學史話 / 鄔昆如著 .-- 三版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816 面; 24 公
分 .-- (中國斷代史) .-- ISBN 978-95714-6745-0 (平裝)
1.西洋哲學史 140.9
笑談西方思想史 / 閑茶著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811 .-- 416 面; 23 公分 .- (Sunny 系列 ; 16) .-- ISBN 978-9865670-94-8 (平裝) NT$500
1.西洋哲學史 140.9
布赫迪厄 : 從場域、慣習到文化資
本,「結構主義英雄」親傳弟子對大
師經典概念的再考證 / 尚-路易.法汴
尼(Jean-Louis Fabiani)著 ; 陳秀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20) .-- ISBN 978-986-344-706-1 (平裝)
NT$500
1.布赫迪厄(Bourdieu, Pierre, 19302002) 2.學術思想 3.結構主義
143.89
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及其現代價值
研究 : 基於新實用主義的視角 / 劉寬
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0 .-- 3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6-1 (平裝)
NT$550
1.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 2.學
術思想 3.實用主義 145.51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 讓-雅
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 張
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132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
著文庫 ; 90) .-- ISBN 978-957-763737-6 (平裝) NT$200
1.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2.學術思想 3.西洋哲學
146.42
尼采 : 其人及其思想 / 呂迪格.薩弗
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 ; 黃添盛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812 .--

邏輯學
邏輯學原來這麼有趣 : 顛覆傳統教
學的 18 堂邏輯課 / 董桂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5-3
(平裝) NT$320
1.邏輯 150
數理邏輯(邏輯推理) / 千華編委會編
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810 .-- 4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874-1 (平裝)
1.符號邏輯 2.問題集 156.022
邏輯推理 / 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二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5-8 (平裝)
1.符號邏輯 2.問題集 159.4

形上學；玄學
形上學 : 存在、人性與終極真實之
探究 / 沈清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0 .-- 296 面; 21 公分 .-- (臺大哲
學叢書 ; 16) .-- ISBN 978-986-350367-5 (平裝) NT$420
1.形上學 160

心理學
榮格心理學對一個物理學家的夢之
分析 / 亞瑟.米勒(Arthur I. Miller)作 ;
黃珮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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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Alpha ; 40) .-- ISBN
978-957-8654-85-3 (平裝) NT$450
1.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包立(Pauli, Wolfgang, 19001958) 3.學術思想 4.精神分析學 5.物
理學 170.189
一日一修練 : 賞識你自己 / 許添盛主
講 ; 戴禹鑌執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粉賽斯 ; 4)(冬天日記) .-- ISBN 978986-97920-3-5 (平裝) NT$450
1.心理衛生 2.生活指導 172.9
不彆扭的練習 : 人生再苦,只要活在
當下、無愧於己,那就夠了! / 石原加
受子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193-9 (平裝)
1.心理衛生 2.生活指導 172.9
給 比我年輕 的女朋 友 / 薇薇夫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8680-6 (平裝) NT$360
1.女性心理學 2.生活指導 173.31
內向心理學(實踐版) : 認識你的內向
超能力 / 譚雲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68-3 (平裝) NT$360
1.內向性格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3.73
失控的心靈 : 那些讓我們焦慮、恐
慌、憂鬱、自戀、上癮、偏執、過
勞、依賴症、強迫症、社交恐懼、
歇斯底里的運作機制與應對策略 /
莎 賓 娜 . 維 瑞 . 封 . 李 蒙 (Sabine Wery
von Limont)著 ; 彭意梅譯 .-- 初版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Live & learn ; 55) .-- ISBN 978-986477-750-1 (平裝) NT$400
1.人格心理學 2.精神分析 173.76
我其實是個內向的人 / 南仁淑著 ; 陳
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 (美麗田 ;
169) .-- ISBN 978-986-179-583-6 (平裝)
NT$350
1.內向性格 2.生活指導 3.人際關係
173.761
扭轉逆勢的性格解讀術 / 苫米地英
人作 ; 張翡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77-549-2 (平裝)
NT$320
1.性格 2.人格心理學 173.761
圖解變態心理學 / 游恒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3-7
(平裝) NT$350
1.變態心理學 175
即使被討厭,也要自由地活下去 : 阿
德勒「勇氣」心理學 / 岸見一郎作 ;
楊詠婷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心離
方舟 ; 4005) .-- ISBN 978-986-979369-8 (平裝) NT$260
1.精神分析 2.勇氣 3.人際關係
175.7
阿德勒的智慧 / 劉燁, 曾紀軍編譯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1 .-- 1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3-7 ( 平 裝 )
NT$300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學術思想 3.精神分析學 175.7
阿德勒說了些什麼 / 葉舟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0 .-864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53) .- ISBN 978-986-392-297-1 ( 平 裝 )
NT$320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學術思想 3.精神分析學 175.7
夢的解析 /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 ;
呂俊, 高申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6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763-742-0 ( 平 裝 )
NT$760
1.精神分析學 2.解夢 175.7
第七感超心理學解密 : 全球 30%人
擁有「未來記憶」!神經學家告訴你
如何練習與強化「預知本能」,避開
可能發生的致命危機 / 泰瑞莎.張
(Theresa Cheung), 茱麗亞.莫斯布里奇
(Julia Mossbridge)作 ; 林雨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47-4 (平裝) NT$340
1.超心理學 2.超感知覺 175.9
色彩心理學 : 用色彩打造你的專屬
魅力 / 李翔生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讀品文化, 10812 .-- 256 面; 21 公
分 .-- (Power 系列 ; 57) .-- ISBN 978986-453-110-3 (平裝) NT$260

1.色彩心理學

176.231

認知心理學 : 理論與應用 / 鄭麗玉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1-5 (平裝) NT$420
1.認知心理學 176.3
提高專注力的最高整理術 : 不費力、
不雜亂的斷捨離,建立超強工作效率
/ 菅原洋平著 ; 張萍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智富, 10812 .-- 224 面; 21 公
分 .-- (風向 ; 104) .-- ISBN 978-98696578-7-7 (平裝) NT$300
1.注意力 2.成功法 176.32
意義思考的力量 / 韓明文著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7-758-7 ( 平 裝 )
NT$350
1.創造性思考 2.溝通 176.4
直覺思維 : 你超越邏輯的快速決策
天 賦 / 捷 爾 德 . 蓋 格 瑞 澤 (Gerd
Gigerenzer)著 ; 余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1-1 (平裝) NT$420
1.直覺 2.認知心理學 176.41
喜悅的形式 / 英格莉.費特.李(Ingrid
Fetell Lee)著 ; 黃庭敏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63) .-- ISBN
978-986-398-488-7 (平裝) NT$400
1.快樂 2.生活指導 176.51
情 緒可以改 變人的一 生 / 康武思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補給人
生 ; 83) .-- ISBN 978-986-98203-1-8
(平裝) NT$280
1.情緒管理 176.52
擁抱害羞 : 羞怯迷人的祕密世界 / 喬.
莫蘭(Joe Moran)著 ; 呂玉嬋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226-0-2 ( 平 裝 )
NT$400
1.害羞 2.社交技巧 3.人際關係
176.526
*走出焦慮與無助的奇蹟課程: 擺脫
情緒失控困境,傾聽「內在療癒師」
聲音,練習放手讓你更愛自己 / 柯琳
妮.盧普科(Corinne Zupko)著 ; 聞翊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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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80-1-4 (平裝) NT$370
1.焦慮 2.心理治療 3.靈修 176.527
壓力更少,成就更多 : 讓生命非凡的
靜 心 技 巧 / 艾 莉 蜜 . 芙 萊 契 (Emily
Fletcher)著 ; 葉妍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智, 10812 .-- 256 面; 21 公
分 .-- (方智好讀 ; 126) .-- ISBN 978986-175-541-0 (平裝) NT$280
1.壓力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導
176.54
人生微整型 : 重塑生命迴路的 30 個
NLP 練習 / 安一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究竟,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第一本 ; 100) .-- ISBN 978-986-137285-3 (平裝) NT$280
1.溝通 2.傳播心理學 3.神經語言學 4.
自我實現 177.1
傾聽他的心引導員手冊 / 蔡仁松, 李
富華作 .-- 第一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台灣佳美生 命建造 協會 , 10810 .-111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5865-2-8 (平裝) NT$300
1.溝通 2.傾聽 3.人際關係 177.1
10 年後,你想被辭職還是成為有錢
人? : 當未來越積極工作、努力存錢,
負債反而越多時,該怎麼辦? / 狄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Think ;
187) .-- ISBN 978-957-9654-48-7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理財 3.財富 177.2
女神必修課 : 成為女神的全方位修
練手冊 / 鍾幸燕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0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9-0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大家都這麼說,所以得就這麼做嗎? /
河田真誠作 ; 伊之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812 .-- 21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5-4
(平裝) NT$30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177.2
今天 要活得比昨天漂亮 / 崔咪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2 .-204 面; 21 公分 .-- (Mimd map) .-ISBN 978-957-658-257-8 ( 平 裝 )
NT$380
1.成功法 2.自我肯定 177.2

日本人氣 No.1 京大校長開講!狂放
思考學 : 狂野發想 X 放泥 Funny 學
習,成為未來需要的全球化人才 / 山
極壽一著 ; 賴郁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奇光, 遠足文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6-1-9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思考 3.自我實現 177.2

ISBN 978-986-479-836-0 ( 精 裝 )
NT$50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比賺錢更重要的事 : 從知道進而得
到,財商醫生 EASON 林志儒為你預
約一生的幸福,幫助人們更快樂更有
安全感 / 林志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25-0 ( 平 裝 )
NT$30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自我肯定的 14 個勇氣提升術 / 智慧
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湘文化,
108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25-507-0 (平裝)
1.自我肯定 2.自信 3.漫畫 177.2

生命的獎賞,從來不在起點 / 孫麗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53-2 (平裝)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生活中的瑜伽智慧 / 黛博拉.艾戴爾
作 ;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01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2-2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只為成功找出口,不為失敗找藉口 /
林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50-1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生活沒有變得更好,只是我們變得從
容 / 達達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3-8013-1 ( 平 裝 )
NT$320
1.生活指導 177.2
出發,成為我們期待的大人! : 給年輕
人的三十個關鍵字 / 陳怡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224 面; 21 公分 .-- (VIEW 系列 ;
70) .-- ISBN 978-957-13-8012-4 (平裝)
NT$2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成功竟然有公式 : 大數據科學揭露
成功的祕訣 / 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29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1) .--

自助者天助 / 燁子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2-0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177.2

成熟 : 身段要軟,方法要硬,與其較勁,
不如借力 / 陶瓷兔子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2 .-- 304 面; 23 公分 .- (Think ; 189) .-- ISBN 978-957-965449-4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177.2
沒有自律,還談什麼夢想 : 不要讓任
何人阻止你追逐夢想,包含你自己 /
童小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光文
化,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8-1-9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自律 177.2
沒有退路,才有出路 / 李尚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系列 ; 19) .-ISBN 978-957-9054-45-4 ( 平 裝 )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告別菜尾世代 : 大膽向世界遞履歷，
我在哈佛體系的觀察 / Y. C. Hung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4-6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177.2
我的限制級人生 : 日子很鳥,也可以
過得很好 / 林欣蓓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0811 .-- 250 面;
21 公分 .-- (心跨越 ; 7) .-- ISBN 978986-97168-7-1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我喜歡你,是真心的;我討厭你,也是
真心的。 / 李燕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21-2 ( 平 裝 )
NT$300
1.自我肯定 2.人生哲學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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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代數 : 追求成功、愛與意義
的 隨 想 / 史 考 特 . 蓋 洛 威 (Scott
Galloway)著 ; 吳馥濃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64) .-- ISBN
978-986-398-491-7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幸福 3.成功法 177.2
巷弄裡的陽光 : 看見平凡中的不平
凡 / 羅東社區大學「巷弄裡的陽光宜蘭人的生命故事」社團等作 .-- 初
版 .-- 宜蘭市 : 宜蘭社大基金會,
10811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343-8-3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活得寬鬆一點又何妨 : 何必完美,只
求盡其在我的不勉強人生 / 和田秀
樹著 ; 郭子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 遠足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Soulmate ; 5) .-- ISBN 978986-96457-8-2 (平裝) NT$32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177.2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 萬特特
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83-76-1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華才心靈劍譜 : 意識生命進化指引 /
華才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安大
斅出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84-58 (平裝) NT$100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博弈心理學 : 占據主動的策略思維 /
江子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智慧菁
典 ; 14) .-- ISBN 978-986-97438-6-0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博奕論 177.2
超級富足密碼 : 一本天地之鑰解開
你我富足迷惑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0811 .-304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18) .-- ISBN 978-986-97637-2-1
(平裝) NT$42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腳踏實地,每一條路都是捷徑 / 林芸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51-8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像富人一樣思考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2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4-4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撫慰人心的 52 個關鍵詞 / 大衛.懷特
(David Whyte)著 ; 林力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18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62) .-- ISBN 978-986-507-065-6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英語 3.心理語言學
177.2
不要一個人吃飯 : 教你從零開始做
人脈 / 白山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菁品文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新知識 ; 109) .-- ISBN 978-98697881-8-2 (平裝) NT$30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守好你的心理界限,療癒你的內在小
孩 : 善良的人,不一定要這麼辛苦!教
你懂得保護自我,親近他人,擁有生活
「自我決定權」的訓練 / 文佑翰著 ;
陳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遠足文化,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Life ; 4) .-- ISBN 978-986-98149-3-5
(平裝) NT$38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如何與你眼中的笨蛋相處 : 5000 位
主管的領導力顧問教你,運用四大行
為特質,打破你的交際屏障 / 湯瑪斯.
艾瑞森(Thomas Erikson)著 ; 張美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778-90-1 (平裝) NT$380
1.人際關係 2.職場成功法 177.3
別人怎麼對你,都是你教的 / 黃啟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812 .-- 320 面; 22 公分 .-- (Vision ;
188) .-- ISBN 978-986-406-173-0 (平裝)
NT$380
1.人際關係 177.3
*面對情緒攻擊的勇氣 : 害怕衝突,更
不想忍氣吞聲,如何閃避、巧妙回擊?
/ 水島廣子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46-7
(平裝) NT$290
1.人際關係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導
177.3

*親愛的女生. 2 : 關係是一場現形記,
不論好與不好,都將讓你看見自己 /
楊雅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新視
野 ; NW197) .-- ISBN 978-986-361749-5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3
擺脫邊緣人生 : 25 則人際攻略,打造
有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人生 / 胡展
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810 .-- 288 面; 22 公分 .-- (Vision ;
187) .-- ISBN 978-986-406-171-6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困境談判學 : 掌握七大原則,面對再
棘手的談判也能迎刃而解 / 馬提亞
斯.史漢納(Matthias Schranner)著 ; 王
榮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63-7
(平裝) NT$450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愛的練習題 : 心理學家帶你克服一
生中會遇見的 5 種愛的困境 / 陳永
儀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25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194) .- ISBN 978-957-658-254-7 ( 平 裝 )
NT$360
1.心理諮商 2.愛 3.個案研究 178.4
兜售「性格」的人 : 最受歡迎的人
格測驗 MBTI 大揭秘 / 莫薇.安姆瑞
(Merve Emre)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 遠足文化, 10812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40-4-2 (平裝) NT$440
1.人格測驗與評鑑 2.性格 179.6

美學
美的觀察學 / 厝味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編製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生活
美學館,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兒童美學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 1) .-ISBN 978-986-5415-12-9 ( 平 裝 )
NT$380
1.生活美學 2.兒童教育 180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林昶戎主編 .-- 初版 .-臺東市 : 臺東大學美術系, 10811 .-10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23-2-8 (平裝附光碟) NT$800
1.生活美學 2.產業發展 3.文集
180.7
中國美學通史. 清代卷 / 朱良志等著 ;
葉朗主編 ; 朱良志副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812 .-- 冊 .-( 鳳 凰 文 庫 ; PHH020-PHH021) .-ISBN 978-986-388-114-8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388-115-5
(下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388-116-2 (全套:平裝)
1.中國美學史 2.清代 180.92

倫理學
18 後 : 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 / 陳毅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16-8 (平裝) NT$2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有一種心態叫放下 / 黃冠誠作 .-- 修
訂二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7-3-4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有一種境界叫捨得 / 黃冠誠作 .-- 修
訂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01 .-- 368 面; 21 公分 .-- 典藏版 .- ISBN 978-986-98287-2-7 ( 平 裝 )
NT$35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企鵝不可以飛 : 和其他三十九條根
本不存在的規定 / 傑森.寇特基圖文 ;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45) .-- ISBN 978-986-179-585-0 (平裝)
NT$3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別忘了,你難過的時候有我在 /
RINGRI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1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5405-17-5 ( 平 裝 )
NT$3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看見陽光燦爛的自己 / 陳映瞳文 ; 謝
旻瑾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新百合

文庫 ; 2) .-- ISBN 978-986-400-282-5
(平裝)
1.人生哲學 191.9
Talk to Samantabhadra 與普賢菩薩的
對話 / 林雯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朵夏, 10812 .-- 11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4981-3-5 ( 平 裝 )
NT$6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三平人生 半稱心 / 邱華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10811 .-- 224 面 ; 21 公 分 .-(Multiviews ; 4) .-- ISBN 978-986-657480-1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你最大的敵人,一直都是自己 / 何權
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2-5 (平裝) NT$1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所有贏家都在實踐放下的烏龜哲學 :
不做「完人」、不用拼命「努力」
的 67 個工作方法! / 心屋仁之助著 ;
黃立萍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 10901 .-- 208 面 ; 21 公 分 .-(Power) .-- ISBN 978-957-8710-49-8
(平裝) NT$2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這輩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為自己做
決定 / 王佳茹編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培育文化, 10812 .-- 256 面; 21 公
分 .-- (人與人系列 ; 65) .-- ISBN 978986-98057-6-6 (平裝) NT$2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開啟內在智慧 / 唐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 10812 .-- 34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0) .-- ISBN
978-986-5670-93-1 (平裝) NT$450
1.靈修 192.1
與心靈洗個澡 / 裴玲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啟視路 ; 21) .-ISBN 978-986-97990-3-4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豐盛 / 楊定一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生活, 10812 .-- 304 面; 23 公
分 .-- (全部生命系列 ; 21) .-- ISBN
978-986-98204-3-1 (平裝) NT$360
1.靈修 192.1
*「心理與靈修的整合之路」研討會
論文發表集 / 李貽峻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
中心, 10810 .-- 10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6585-60-9 ( 平 裝 )
NT$250
1.靈修 2.文集 192.107
人氣王、冷場王的話術決勝點 / 渡
邊龍太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0-8 (平
裝) NT$32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再也沒有不敢上的台! : 輕鬆當眾開
口,打造談話魅力的 5 堂課 / 鳥谷朝
代著 ; 正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7-6 (平裝) NT$28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攻心為上說話術 / 林郁著 .-- 初版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1-76 (平裝)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金牌律師教你誘導人心的 66 個回話
藝術 : 解決你在工作與生活中,遇到
拒絕請託、陌生邀請、問出實話等
難題! / 谷原誠著 ; 李貞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Smart) .-- ISBN
978-957-8710-48-1 (平裝) NT$280
1.說話藝術 2.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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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泉, 10810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72-3 (平裝) NT$55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華才治家格言 : 二十一世紀傳家寶
典 / 華才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
安大斅出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0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84-6-5 (平裝) NT$1000
1.格言 192.8
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第十屆 / 盧國慶等作 ; 楊肅立
主編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0811 .-17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9-3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1.軍人倫理學 2.德育 3.文集
19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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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研究倫理 / 徐濟泰著 .-- 初版 .-臺北市 : 臺大醫學院, 10810 .-- 68 面;
26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22) .-ISBN 978-986-5452-04-9 ( 平 裝 )
NT$200
1.生命倫理學 2.醫學倫理學 3.動物
實驗醫學 197.4
當代研究倫理綜覽 / 蔡甫昌主編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大 醫 學 院 ,
10810 .-- 110 面; 26 公分 .-- (醫學人
文叢書 ; 21) .-- ISBN 978-986-545203-2 (平裝) NT$300
1.學術研究 2.專業倫理 198.5251

宗教類
總論
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手冊 / 陳國寧
主編 .-- 四版 .-- 新北市 : 宗博館,
10811 .-- 8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431-0-5 (平裝) NT$150
1.世界宗教博物館 2.博物館導覽 3.
手冊 206.8
*縱橫五千年 : 中華文化傳承 / 許門
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有慶文
化, 10810 .-- 56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1682-1-3 (精裝) NT$1200
1.宗教史 2.人物志 209

宗教學
鐵證如山的信仰 : 伊斯蘭或基督教?
/ 納比.庫雷希(Nabeel Qureshi)著 ; 橄
欖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1 .-- 21 面; 21
公分 .-- (真理衛道叢書 ; 12) .-- ISBN
978-957-556-880-1 (平裝)
1.基督教與回教 218.4

佛教
圖解佛教 / 田燈燃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3-6 (平
裝)
1.佛教 220
般若的力量 : 永文法師的鋼骨人生 /
永文法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
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愛.

生命 ; 14) .-- ISBN 978-986-97968-5-9
(平裝) NT$330
1.生命哲學 2.生死觀 3.佛教修持
220.113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 O 一八. 輯
六, 人間佛教社會思想 / 程恭讓, 妙
凡法師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
光文化,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0810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17-6 (平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安居講談. 一 / 海雲繼夢[作] .-- 1
版 .-- 新北市 : 大華嚴寺, 10810 .-344 面; 30 公分 .-- (海雲和上講記 ;
4) .-- ISBN 978-986-84767-8-3 (平裝)
1.佛教 2.文集 220.7
大乘佛教通用經典 / 華嚴印經會編
輯小組編輯 .-- 1 版 .-- 新北市 : 大華
嚴寺, 10810 .-- 184 面; 30 公分 .-- (華
嚴 大 藏 經 ; 20) .-- ISBN 978-98684767-9-0 (平裝)
1.大乘經典 221.1
大願王 :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釋
論 /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作 ; 妙融法
師藏譯中 .-- 二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
化, 10811 .-- 168 面; 21 公分 .-- (經典
開示 ; 1) .-- ISBN 978-986-97859-5-2
(平裝) NT$260
1.華嚴部 221.2
華嚴經導讀 / 釋開藏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金剛法林印經會, 10812 .-- 232
面; 21 公分 .-- (華嚴系列 ; 1) .-- ISBN
978-986-86925-8-9 (平裝) NT$250
1.華嚴部 221.2
大寶積經精要 : 修學無漏智慧 / 菩提
流志等原譯 ; 梁崇明編譯 .-- 初版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812 .-- 256 面;
21x14.8 公 分 .-- ( 經 共 精 要 ;
108008) .-- ISBN 978-986-97518-1-0
(平裝) NT$350
1.方等部 221.31
淨土三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
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合訂本 .-- 臺
中市 : 法藏文化, 10810 .-- 148 面; 26
公分 .-- (佛經系列 ; 28) .-- ISBN 978986-97072-2-0 (平裝)
1.方等部 221.34
大集經精要 : 念佛之無上深妙智慧 /
(北涼)曇無讖等原譯 ; 梁崇明編譯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809 .-256 面; 21x14.8 公分 .-- (經典精要 ;

108009) .-- ISBN 978-986-98362-0-3
(平裝) NT$350
1.方等部 221.35

(經典 ; 24) .-- ISBN 978-986-227-271-8
(平裝)
224.515

圖解金剛經 / 鳩摩羅什法師原譯 ; 瓊
那.諾布旺典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1-2 (平裝)
1.般若部 221.44

歡喜佛緣 : 林玉工筆佛畫作品集 / 林
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林玉,
108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5-5 (精裝) NT$800
1.佛教藝術 2.佛像 3.畫冊 224.6

福慧自在 : <<金剛經>>講記與<<金
剛經>>生活 / 聖嚴法師著 .-- 二版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1 .-- 232 面;
26 公分 .-- 大字版 .-- ISBN 978-957598-835-7 (平裝) NT$250
1.般若部 221.44

日日安樂行. 第三輯 : 香光尼眾佛學
院 圖 書 館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2015/5/62016/12/31 彙編 /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伽耶山
基金會, 10810 .-- 21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4360-7-6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

大乘妙法蓮華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
摩羅什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岡數位文化, 10810 .-- 656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57-794-185-5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第一 / 釋證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1 .-- 冊 .--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
經典) .-- ISBN 978-986-98269-2-1 (全
套:精裝) NT$1200
1.法華部 221.51
二十四緣 / 曾國興譯 .-- 南投縣國姓
鄉 :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10810 .- 240 面; 15 公分 .-- (巴利課誦/隨行
經典系列 ; 2) .-- ISBN 978-986-917549-4 (平裝)
1.論藏 221.61
彌勒救苦真經 .-- 新北市 : 長聖文化,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中英文對
照 .-- ISBN 978-986-95076-3-9 (平裝)
NT$250
1.經集部 221.713
金光明經精要 : 具足不可思議功德
智慧 / 唐.義淨原譯 ; 梁崇明編譯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811 .-256 面 ; 21 公 分 .-- ( 經 典 精 要 ;
108007) .-- ISBN 978-986-97879-9-4
(平裝) NT$350
1.經集部 221.742
宿夢 / 日輪金剛上師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8-913-6 (平
裝) NT$320
224.513
佛教就是爆炸 : 加乃觀音降臨 / 岡本
加乃子作 ; 王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雨,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12

日日安樂行. 第四輯 : 香光尼眾佛學
院 圖 書 館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2017/1/12018/12/31 彙編 /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伽耶山
基金會, 10810 .-- 25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4360-8-3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
心靈改革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福智佛
教基金會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8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21-4-3 ( 平 裝 )
NT$100
1.佛教說法 2.心靈改革 225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 釋證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冊 .-30 週年紀念兒童悅讀版; 注音版;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98430-2-7
(全套:精裝) NT$1800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人乘佛教 唯佛宗 一無法師 / 陳明安
主講 .-- 初版 .-- 臺南市 : 人乘,
10810 .-- 72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
師弘法集) .-- ISBN 978-986-5705-38-1
(精裝)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修持 225.4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 釋證嚴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冊 .-- 30 週年
紀念兒童共讀版; 注音版;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8430-8-9 (全套:
精裝) NT$1800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霧峰無霧. 第二輯 : 救護佛子向正道
/ 游宗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

智, 108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38-2-3 (平裝) NT$250
1.佛教修持 225.7

10811 .-- 3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265-11-2 (平裝) NT$380
1.佛教修持 2.禪定 226.65

觀 世音菩薩 的故事 / 和裕文化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01 .-208 面 ; 26 公 分 .-- ( 佛 學 淺 說 ;
A041) .-- ISBN 978-986-97777-4-2 (平
裝) NT$200
1.觀世音菩薩 2.佛教信仰錄 225.82

*問禪 / 釋心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10810 .-- 191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7888-5-4 (平
裝) NT$250
1.佛教修持 2.禪定 226.65

培福有福 : 廣結善緣,大家來培福;感
恩知足,人人有幸福。 / 聖嚴法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598-834-0 (平裝) NT$10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皓明集 / 焦山鐙朗原著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刷, 10810 .-- 560 面; 23
公分 .-- (釋東初大陸法彙叢編) .-ISBN 978-986-96834-3-2 (精裝)
1.釋東初 2.學術思想 3.禪宗 226.6
六祖壇經拾慧 / 果如法師著 .-- 臺北
市 : 祖師禪林, 10810 .-- 480 面; 21 公
分 .-- (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986-97466-4-9 (第 3 冊:平裝) NT$480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永嘉禪師證道歌要解 / 典璧尼嘛仁
波切講述 ; 釋照明恭錄整理 .-- 初
版 .-- 臺中市 : 晁明 ; [彰化縣] : 大竹
法明精舍,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46-6-9 ( 平 裝 )
NT$250
1.禪宗 2.佛教說法 226.65
印心.超生 : 禪宗第八十五代宗師悟
覺妙天禪師的慈悲行誼與智慧開示 /
趙詠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 10810 .-- 352 面 ; 21 公 分 .-(People ; 439) .-- ISBN 978-957-137998-2 (平裝) NT$40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般若三書 : 行深 : 尋找心的家 / 釋心
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貿騰發賣,
10811 .-- 3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265-05-1 (平裝) NT$380
1.佛教修持 2.禪定 226.65
般若三書 : 波羅密 : 快樂生活禪 / 釋
心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貿騰發賣,
10811 .-- 3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265-12-9 (平裝) NT$380
1.佛教修持 2.禪定 226.65
般若三書 : 般若 : 菩薩活在人間 / 釋
心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貿騰發賣,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 聖嚴法師著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812 .-288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57-598-833-3 (平裝) NT$2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僧教我,別想太多的生活方式 / 藤
田一照著 ; 楊家昌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9-75-9 ( 平 裝 )
NT$3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3.人生哲學
226.65
古叢林唐宋臨濟宗傳承錄 / 管延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1 .-- 324 面; 21 公分 .-- (佛學研
究 ; 12) .-- ISBN 978-957-9267-39-7
(平裝) NT$380
1.臨濟宗 226.664
*鐵塔重光 : 中華唐密重興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 / 四明智廣,
智廣阿闍梨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10810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8-1-5 ( 下 冊 : 平 裝 )
NT$800
1.密宗 2.文集 226.9107
仁王與明王 :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
蜜多經>>的真言密教修行 / 懷海圓
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一切智智國
際文創, 10811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89305-8-2 ( 平 裝 )
NT$210
1.密宗 2.佛教修持 226.915
中陰指引 : 修持中陰成就的法教關
鍵 / 確吉.尼瑪仁波切(Chökyi Nyima
Rinpoche)著 ; 艾瑞克.貝瑪.昆桑(Erik
Pema Kunsang)英譯 ; 普賢法譯小組
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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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232 面; 21 公分 .-( 眾 生 ; JB0137) .-- ISBN 978-98697998-7-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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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生死觀
226.962
妙音笑因類學 / 妙音笑.語王精進大
師造論 ; 釋如法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福智文化, 10812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215-8-5 (平裝)
NT$35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親友書之注釋 : 白蓮花鬘 / 龍樹菩薩
作 ; 米滂仁波切注釋 ; 盧瑞棻譯 .-初版 .-- 臺中市 : 法源, 10812 .-- 185
面; 21 公分 .-- (虛空藏叢書 ; 3) .-ISBN 978-986-89156-7-1 ( 精 裝 )
NT$28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蓮師七句祈請文釋 : 白蓮花 / 米滂仁
波切作 ; 盧瑞棻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法源, 10812 .-- 196 面; 21 公分 .-(虛空藏叢書 ; 6) .-- ISBN 978-98698469-0-5 (精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佛教儀注 226.964
入佛教次第引導文.甘露精粹 / 多羅
那他尊者作 ; 盧瑞棻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法源, 10812 .-- 238 面; 21 公
分 .-- (虛空藏叢書 ; 1) .-- ISBN 978986-89156-5-7 (精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大圓滿前行 : 普賢上師言教 / 華智
(巴楚)仁波切著 ; 索達吉堪布譯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
版基地發行, 1081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567-39-9 (平裝)
NT$6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佛教說法
226.965
他空中觀 / 多羅那他, 覺囊巴更嘎卓
秋, 仁珍才旺諾布作 ; 盧瑞棻, 妙乘
編輯小組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法源,
10812 .-- 155 面; 21 公分 .-- (虛空藏
叢書 ; 4) .-- ISBN 978-986-89156-8-8
(精裝) NT$23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長老的禮物 : 「從初發心,到證菩提」
都必修的基本功 / 堪布卡塔仁波切
作 ; 金吉祥女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0811 .-- 292 面; 22 公分 .- (禪修引導 ; 8) .-- ISBN 978-98697859-7-6 (平裝) NT$38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修心七義之根本頌與引導文 / 阿底
峽尊者, 格西切喀瓦.耶西多傑, 多羅
那他大師, 蔣揚欽哲旺波作 ; 噶陀仁
珍千寶.貝瑪旺晴, 盧瑞棻中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法源, 10812 .-- 136 面;
25 公分 .-- (虛空藏叢書 ; 2) .-- ISBN
978-986-89156-6-4 (精裝) NT$2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3-8 (平裝) NT$450
1.寺院 2.中國 227.2

時輪金剛圓滿次第六支加行 : 見即
具義 / 多羅那他尊者作 ; 盧瑞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法源, 10812 .-- 252
面; 21 公分 .-- (虛空藏叢書 ; 5) .-ISBN 978-986-89156-9-5 ( 精 裝 )
NT$35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江西黃梅行. 第二集 / 釋大願著 .-初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人乘佛刊,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
列 ; 17) .-- ISBN 978-957-8504-44-8
(平裝)
1.寺院 2.旅遊 3.中國 227.2

悲傷、愛、開放 : 佛法的喜悅之道 /
確吉尼瑪仁波切著 ; 陳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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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264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系 列 ; JB0138) .-- ISBN 978-98697998-8-1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當下了然智慧 : 無分別智禪修指南 /
確吉尼瑪仁波切著 ; 艾瑞克.貝瑪.昆
桑(Erik Pema Kunsang)藏英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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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300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系 列 ; JB0137) .-- ISBN 978-98697998-6-7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達賴喇嘛:這些事,你應該生氣 : 怒氣
不該被壓抑,學會化憤怒為力量,從此
改變你的人生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上田紀行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58) .-- ISBN
978-986-507-060-1 (平裝) NT$32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憤怒
226.965
束縛中的自由 : 阿德仁波切不凡的
一 生 與 教 導 / 阿 德 仁 波 切 (Adeu
Rinpoche)作 ; 陳在源中譯 .-- 初版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禪修指引 ; 28) .-- ISBN
978-986-97859-6-9 (平裝) NT$480
1.阿德仁波切(Adeu Rinpoche) 2.藏傳
佛教 3.佛教傳記 226.969
千年名剎 / 任芳芳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78 面;

天下四絕 / 李樂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6-9 (平裝) NT$450
1.寺院 2.佛塔 3.中國 227.2

寺院奇觀 : 獨特文化底蘊的名剎 / 高
永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9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5-2
(平裝) NT$450
1.寺院 2.中國 227.2
皇家寺院 : 御賜美名的著名古剎 / 李
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27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1-3 (平裝)
NT$400
1.寺院 2.中國 227.2
京城寶剎 : 北京內外八剎與三山 / 鹿
軍士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7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6-9
(平裝) NT$400
1.寺院 2.北京市 227.211
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之史探. 上, 阿
育王掌控僧團,推行變造、分裂佛教
之 政 策 / 隨 佛 禪 師 (Bhikkhu
Vūpasama)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中
華原始佛教會出版 : 原始佛教內覺
禪林發行, 10810 .-- 5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47-3-1 (平裝)
1.佛教史 2.部派佛教 3.印度 228.1
弘一大師傳 / 陳慧劍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東大, 10812 .-- 6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9-3200-2 (平裝)
1.釋弘一 2.佛教傳記 229.385
元曉大師 : 海東菩薩 / 郭磊編撰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29-3-2
(精裝) NT$380
1.釋元曉 2.佛教傳記 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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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道法縱橫 :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 / 謝
世維, 林振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811 .-- 688 面; 21 公分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 ;
B3004) .-- ISBN 978-957-17-2305-1 (平
裝)
1.道教 2.文化研究 230
儀式、神明與地方社會 : 閩西靈應
堂法師傳統研究 / 巫能昌著 .-- 臺一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811 .-- 冊 .-(道教儀式叢書 ; 4) .-- ISBN 978-95717-2304-4 (全套:精裝)
1.道教儀注 234.1
三曹成道捷徑史傳 / 本社編輯委員
會編輯 .-- 四版 .-- 臺中市 : 鸞友雜誌,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修道勸
世類叢書 ; Y001) .-- ISBN 978-98697087-3-9 (平裝)
1.道教修鍊 235
長生不死行動指南 / 陳弘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浩氣長存生命科學,
108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60-0-5 (平裝) NT$320
1.道教修鍊 2.長生法 235.1
大道金篇 /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虛原雜誌,
10812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505-7-3 (卷 1:平裝) NT$40
1.道教信仰錄 235.8
道觀傑作 : 道教的十大著名宮觀 / 方
士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6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5-1
(平裝) NT$400
1.道觀 2.中國 237
歷代天師傳 / 張意將主編 ; 張天師府
法籙局校註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張
天 師 府 道 教 總 會 , 10810 .-- 冊 .-ISBN 978-986-96623-1-4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6623-2-1 (下冊:
平裝) .-- ISBN 978-986-96623-3-8 (全
套:平裝)
1.張天師 2.道教 3.傳記 239.2

基督教
生死之間 : 安樂死和安寧療護的倫
理挑戰 / 楊順從著 .-- 臺南市 : 南神,

10810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04-9-5 (平裝)
1.基督教 2.宗教倫理 3.生命倫理學
240.16
基督教科學觀 : 從新加爾文主義看
科學 / 周功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1 .-- 624 面; 23 公分 .-- (神學系
列 ; 49) .-- ISBN 978-986-6355-60-8
(平裝)
1.基督教 2.宗教與科學 240.16
*道在人間 : 慶賀宋泉盛牧師九十壽
誕文集 / 陳榮爝編 .-- 臺南市 : 南神,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5904-88 (全套:平裝) NT$600
1.基督教 2.文集 240.7
宣告神的話語 : 日日得勝的宣告 / 張
瑞賢著 .-- 臺北市 : 興光, 10810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0382-5-6 (精裝)
1.聖經研究 241.01
大衛就知道他是王 : 身分-開啟你的
命定之鑰 / 馬戴爾(Dale L. Mast)作 ;
劉如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811 .-- 232 面; 21 公分 .-- (造就叢
書) .-- ISBN 978-986-277-288-1 (平裝)
1.舊約 2.聖經人物 241.1099
創世記與我 / 李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 10811 .-- 176 面; 21 公分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277-286-7
(第 1 冊:平裝)
1.創世記 2.聖經研究 241.211
詩篇抄寫本. 卷一 / 陳曉能編 .-- 二
版 .-- 彰化市 : 陳曉能,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73 (精裝)
1.詩篇 241.32
簡明聖經 : 以賽亞書 / 凸桑中文聖經
協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0 .-- 176 面; 19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400-284-9 (平裝)
1.以賽亞書 2.聖經研究 241.41
求真尋道 : 約翰福音研經問答 / 阮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811 .-4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77287-4 (精裝)
1.約翰福音 2.注釋 241.65
YOUCAT 堅振聖事 / 伯恩哈.莫瑟
(Bernhard Meuser)等編著 ; 劉德松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81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17-7 (精裝) NT$280
1.天主教教理 242

分 .-- ISBN 978-986-98110-4-0 (平裝)
NT$120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協同書 : 基督教信義宗信仰告白. 信
徒版 / 保羅麥肯(Paul Timothy McCain)
總編輯 ; 闞小玲譯 .-- 初版 .-- 新竹
市 : 路德傳產基金會, 10811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03-12 (上冊:精裝)
1.神學 242

父,隨祢安排 / 高薩德(Jean-Pierre de
Caussade, S. J.)著 ; 王敬弘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812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18-4 (平裝) NT$220
1.天主教 2.信仰 3.靈修 4.Mysticism
5.Spiritual life. 244.9

*上帝,祢在嗎? : 在困境中與神摔跤,
緊抱神,看見黯夜裡的希望 / 克雷格.
葛洛契爾著 ; 溫嘉珍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中國學園,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21-91-1 (平
裝) NT$300
1.基督教 2.信仰 2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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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H0241)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57-920931-1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244.92

解讀時機 /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著 ; 吳美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以琳, 10810 .-- 304 面; 21 公分 .-(教導叢書 ; ET060-1) .-- ISBN 978957-9209-32-8 (平裝)
1.世界末日 242.6

*上帝敲敲話 : 365 天的靈修日程 /
黃國倫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
聲文化, 10810 .-- 4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058-4-4 (軟皮精裝)
NT$36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樂在敬拜的生活 / 唐慕華(Marva J.
Dawn)著 ; 林秀娟譯 .-- 初版 10 刷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811 .-- 20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706-4 (平裝)
1.實際神學 2.崇拜 244.2

其實,你不用很完美 / 劉群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士林靈糧堂, 10811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89961-7-5 (精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小朋友學祈禱著色遊戲 / 多莉.歐瑞
修(Dolly Ofrasio)等繪圖 ; 上智文化
事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
化, 10811 .-- 64 面; 21 公分 .-- (兒童
要理 ; Z4005) .-- ISBN 978-986-603657-6 (平裝) NT$100
1.天主教 2.祈禱 3.兒童 244.3

神的應許滿足你一切需要 / 傑克.康
特曼(Jack Countryman)編著 ; 沈紡緞,
劉睦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
源中心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1 .-- 336
面; 17 公分 .-- (聖經與人生系列 ;
15) .-- ISBN 978-986-5801-98-4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3.祈禱 244.93

先知性的代禱 : 回應時代訊號 / 塞瑞
爾.若望(Cyril John)著 ; 劉德松譯 .-初版 .-- 臺南市 : 聞道,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71-00 (平裝) NT$200
1.天主教 2.祈禱 244.3

深入依納爵靈修的 15 種祈禱操練 /
拉蒙‧鮑狄斯塔(Ramon Maria Luza
Bautista, S.J.)著 ; 黃美基譯 .-- 初版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810 .-- 208 面;
21x15 公分 .-- ISBN 978-957-546-9160 (平裝) NT$250
1.天主教 2.靈修 3.祈禱 244.93

信 友禱詞 /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會臺灣
地區主教團, 10810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275-0-8 (精裝)
NT$200
1.天主教 2.祈禱 244.3

聖誕默想 : 迎接耶穌帶來的新生盼
望 / 游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信徒神學叢書 ; 29) .-- ISBN
978-957-556-879-5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為國家禱告 : 30 天禱告手冊 / 楊寧
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
術傳播協會, 10810 .-- 144 面; 21 公

熊熊烈焰大復興 : 點燃禱告的火,得
著 家庭職場 、城市國 家 / 何得力
(Fred A. Hartley, III)作 ; 吳琇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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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110-5-7 (精裝)
1.基督教 2.靈修 3.祈禱 244.93
鐸 職 的 靈 修 講 綱 / Selvaraj
Antonisamy 著 ; 賴効忠譯 .-- 初版 .-臺南市 : 聞道, 1081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14-6-5 (平裝)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神的智慧指引你一切需要 / 傑克.康
特曼(Jack Countryman)編著 ; 沈紡緞,
劉睦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
源中心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1 .-- 232
面; 17 公分 .-- (聖經與人生系列 ;
16) .-- ISBN 978-986-5801-99-1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8
上帝的 100 堂奇妙自然課 / 路易.紀
里歐文 ; 尼可拉.安德森圖 ; 傅湘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0 .-208 面; 21 公分 .-- (iread ; 8) .-- ISBN
978-986-400-280-1 (精裝)
1.基督徒 2.科學 3.青少年 244.982
一家之主 : 基督教家庭生活教育指
南 / 凱尼斯.剛果(Kenneth O. Gangel),
詹姆士.威爾霍特(James C. Wilhoit)合
著 ; 薛豐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建造
系列 ; 10) .-- ISBN 978-986-400-281-8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9
在這地建造屬天國並傳福音的幸福
小組 / 金聖坤著 ; 徐國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1 .-- 2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0-285-6
(精裝)
1.教牧學 2.基督徒 245
宣教視野 2.0 : 以世界觀為基礎的聖
經口述運動 / 湯姆.史蒂芬(Tom A.
Steffen)著 ; 謝仁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2 .-- 448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
列 ; 13) .-- ISBN 978-986-6355-61-5
(平裝)
1.基督教 2.教牧學 245.6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 / 王成勉主
編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出版
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59-28-8
(平裝) NT$500
1.基督教 2.教會 3.歷史 247.09

溝通領域中的教理講授 : 信仰本地
化 的 重 要 性 / 安 德 肋 . 傅 雄 (André
Fossion)作 ; 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
心編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聞
道, 10810 .-- 512 面; 14.8x21 公分 .-ISBN 978-986-97914-5-8 ( 平 裝 )
NT$400
1.天主教教育 247.7
跟祂就對了. 1 / 天主教人子小組<<
跟祂就對了>>作者群著 .-- 初版 .-臺南市 : 聞道,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7914-7-2 (上冊:平裝附光碟
片) .-- ISBN 978-986-97914-8-9 (下冊:
平裝附光碟片)
1.主日學 2.天主教教育 247.711
基督耶穌的言與行 / 張西平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812 .-- 324
面; 26 公分 .-- (新約系列 ; 15) .-ISBN 978-986-277-290-4 (精裝)
1.耶穌(Jesus Christ) 2.基督教傳記
249.1
我的可愛-天賜甘霖 : 你不知道的修
道人 耶穌會士在臺灣 / 賴甘霖口述 ;
吳慧琨等撰稿 .-- 再版 .-- 臺北市 : 耕
莘文教基金會, 10811 .-- 200 面; 21
公分 .-- (耶穌會叢書 ; 5) .-- ISBN
978-986-87816-6-5 (平裝) NT$220
1.賴甘霖(De Rabago, Andreas) 2.天主
教傳記 249.9461

其他宗教
白陽聖典 / 正義天同總堂編輯組編
著 .-- 初版 .-- 嘉義市 : 中華天然一貫
大道學會, 10901 .-- 7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85721-7-1 (精裝)
1.一貫道 271.6
*光明的智慧. 13, 仙佛慈語 / 聖賢仙
佛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
文化,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光
慧聖訓叢書 ; 33) .-- ISBN 978-9865768-75-1 (平裝) NT$150
1.一貫道 271.6
歷史典故的啟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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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904-88-3 (精裝) NT$330
1.一貫道 2.修身 3.通俗作品 271.6
天闕封神 / 無極證道院, 武廟明正堂
著 .-- 臺中市 : 鸞友雜誌, 10810 .-16

144 面; 21 公分 .-- (遊記類叢書 ;
Y021) .-- ISBN 978-986-97087-2-2 (平
裝)
1.民間信仰 271.9
渡河棹抂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江河國際, 10810 .-- 288 面; 23 公
分 .-- (老乾坤第一部「乾坤照」 ;
2) .-- ISBN 978-986-98357-1-8 (平裝)
NT$380
1.民間信仰 271.9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禪門日誦諸經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0 .-- 102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49-5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史料 4.臺
灣 271.9
金色種子 : 法輪大法在台灣的故事 /
曾祥富, 黃錦採訪.撰稿 .-- 臺北市 :
博大國際文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74-1-4 (平
裝) NT$320
1.民間信仰 2.氣功 3.健康法 271.96
千古祭廟 / 方士華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2-1 (平裝) NT$400
1.寺廟 2.宗祠建築 3.中國 272
磚窯廠旁不滅的明燈 : 中都開王殿
的文化保存記事 / 莊文韋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史博館, 巨流,
10811 .-- 280 面; 23 公分 .-- (高雄研
究叢刊 ; 第 9 種) .-- ISBN 978-9865416-09-6 (平裝) NT$450
1.寺廟 2.民間信仰 3.高雄市
272.097
濟安宮志 / 林振源, 張超然主編 .-臺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樹林濟安
宮出版 : 新文豐發行, 10810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39-04 (平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新北市樹林區
272.097
鳳邑舊城城隍出巡 : 信仰與地方再
現 / 邱延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
藍文化 ; 高雄市 : 高市史博館,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03-8 (平裝) NT$380
1.寺廟 2.民間信仰 3.高雄市左營區
272.22

五年王來到阮庄頭 : 國家重要民俗無形文化資產馬鳴山五年千歲大科
紀實 / 李永倫作.攝影 .-- 初版 .-- 雲
林縣褒忠鄉 : 馬鳴山鎮安宮, 1081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18-0-1 (平裝)
1.民間信仰 2.建醮 3.民俗活動
272.28
近代兩岸觀音信仰的新探索 / 李世
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0 .-- 216 面; 24 公分 .-- (中國民
間信仰系列 ; 21) .-- ISBN 978-9867127-48-8 (平裝) NT$350
1.觀世音菩薩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4307
臺灣民眾信仰中的兩性海神 : 海神
媽祖與海神蘇王爺的當代變革與敘
事 / 江燦騰, 張珣, 蔡淑慧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8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893-8
(平裝) NT$420
1.媽祖 2.民間信仰 3.臺灣 272.71
濟佛慈悲救渡 / 吳先琪著 .-- 一版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40-2-2
(平裝) NT$300
1.民間信仰 272.79
大師在喜馬拉雅山 : 斯瓦米.拉瑪的
開悟旅程 /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
作 ; 石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811 .-- 4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01-11-5 (平裝) NT$550
1.拉瑪(Rama, Swami, 1925-) 2.傳記 3.
印度教 4.靈修 274

神話
中國神話故事 35 篇 / 梁曉林編著 .-新北市 : 大智文化, 10812 .-- 128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16-) .-ISBN 978-986-98111-2-5 (第 2 冊:平裝)
NT$280
1.中國神話 282
給新世代的希臘話 / 陳喜輝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072-56-4 ( 平 裝 )
NT$380
1.希臘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知運之書 / 劉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1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3-8020-9 (精裝)
NT$399
1.易占 292.1
主星與真我 / 迪米特拉.喬治(Demetra
George)著 ; 王博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1 .-- 356 面; 21 公分 .-(beautiful life ; 69) .-- ISBN 978-986477-748-8 (平裝) NT$480
1.占星術 2.自我實現 292.22
安格斯星座大運勢. 2020 / 安格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81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80-1 (平裝)
1.占星術 292.22
問神達人王崇禮開運解厄生肖運籤
農民曆. 2020 / 王崇禮著 .-- 一版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812 .-- 304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28) .-- ISBN 978986-97680-9-2 (平裝) NT$399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蔡上機開運天書. 2020 : 蔡上機 2020
大開運 / 蔡上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蔡上機國際顧問,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45-49 (平裝) NT$39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予凡八字轉運站 / 林予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0810 .-486 面 ; 21 公 分 .-- ( 命 理 叢 書 ;
1131) .-- ISBN 978-986-5817-98-5 (平
裝) NT$5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如何解開八字密碼? / 東風居士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811 .-- 306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66) .-- ISBN
978-986-488-207-6 (平裝) NT$3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胎命(七柱論命)的原理和實務 / 何重
建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行卯,
10810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133-2-7 (平裝) NT$7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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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吉凶和 墳墓禁 忌 / 楊儒勳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陞運, 10811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887-5-0 (平裝) NT$250
1.堪輿 294
陽宅實用圖解 : 看仙仔按捺講 / 張育
維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信發
堂造曆,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5139-2-0 ( 平 裝 )
NT$580
1.相宅 294.1
湯鎮瑋 88 項家居風水禁忌 / 湯鎮瑋
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2-7 (平裝) NT$380
1.相宅 294.1
與神相繫的白魔女袐術 / 愛知ソニ
ア作 ; 陳書萍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樹林, 10901 .-- 3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9501-50-7 (平裝)
NT$380
1.巫術 295.2
謝沅瑾鼠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 史上
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
〇二〇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
平安加持財旺運開! / 謝沅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288 面; 21x14.8 公分 .-- ISBN 978957-13-7993-7 (平裝) NT$399
1.改運法 2.命書 295.7
靈魂相遇 : 活靈活現之前世今生. 第
二部 / 向立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0811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41-0-8
(平裝) NT$280
1.通靈術 2.靈界 296
靈 媒 媽 媽的 心 靈解 答 書 / Ruowen
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96-8 (平裝) NT$350
1.通靈術 2.靈修 3.問題集 296.1022
*五甲協善心德堂關帝廟 2018 戊戌
年第五屆全國扶鸞觀摩大會暨祭孔
釋奠大典.鸞文彙集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 10810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04-0-8 (精裝)
1.扶乩 2.民間信仰 296.2
飛躍龍門 / 陳美宇編輯 .-- 臺中市 :
寶德雜誌, 1081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389-9-1 (平裝)

1.扶乩 2.民間信仰

296.2

日本妖怪圖鑑. 1, 經典入門 / 湯本豪
一著 ; 蘇暐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811 .-- 288 面; 26 公分 .-- (風格
圖文 ; 48) .-- ISBN 978-957-658-258-5
(平裝) NT$480
1.妖怪 2.日本 298.6
日本妖怪圖鑑. 2, 深度追妖 / 楊本豪
一著 ; 蘇暐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812 .-- 256 面; 26 公分 .-- (風格
圖文 ; 49) .-- ISBN 978-957-658-259-2
(平裝) NT$480
1.妖怪 2.日本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自然的秘密絮語 : 366 天,每天告訴
你一個自然的故事 / 瑪蒂.克朗普
(Marty Crump)作 ; 張雅億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6-0
(平裝) NT$480
1.自然史 300.8
科學實驗王 / Story a.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160 面; 25 公
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45-) .-- ISBN
978-957-658-262-2 (第 47 冊:) NT$300
1.科學實驗 2.漫畫 303.4
給孩子的廚房實驗室 / 莉茲.海內克
原著 ; 信誼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0901 .-- 14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09-4 (精裝)
NT$38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科技發展策略藍圖(民國 108 年至
111 年) .-- 臺北市 : 科技部, 10810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02-5 (平裝)
1.科學技術 2.國家發展 3.計畫發展
306
吉娃斯愛科學 / 國立清華大學, 原金
國際作 ; 原金國際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160 面; 25 公
分 .-- (環保科學知識家) .-- ISBN 978957-658-265-3 (第 2 冊:平裝) NT$300
1.科學 2.漫畫 307.9

利爪勇士 / 陳紹霖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8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萬獸
探險隊 II) .-- ISBN 978-986-301-941-1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怎樣談科學 : 好萊塢故事課教你拓
展影響力的奧祕 / 蘭迪.歐爾森
(Randy Olson)著 ; 朱怡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 遠足文化, 10812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40-3-5 (平裝) NT$4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科學探險小隊,出動了 : STEAM 互動
式情境學習百科. 3 / 徐智研作 ; 朴秀
芝繪 ;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62 面; 27 公分 .-- (小野人 ;
23) .-- ISBN 978-986-384-394-8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問問 Why 博士. 2 : 全方位玩科學輕
鬆做中學 / 楊嘉慧文 ; 謝文瑰, 傅兆
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2 .-- 128 面; 24 公分 .-- (科普大
探索)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02-72-6 (平裝) NT$270
1.科學 2.漫畫 307.9
問問 Why 博士. 3 : 全方位玩科學輕
鬆做中學 / 楊嘉慧文 ; 謝文瑰, 傅兆
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2 .-- 128 面; 24 公分 .-- (科普大
探索)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02-73-3 (平裝) NT$270
1.科學 2.漫畫 307.9
跑跑薑餅人. 2 : 不可思議的科學 / 趙
珠熙文 ; 李泰榮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0811 .-- 168 面; 25 公分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256-1 (平裝) NT$3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9 : 推理
迷必懂的元素 / 青山剛昌原作 ; 川村
康文監修 ; 游若琪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261-5 (平
裝)
1.科學 2.漫畫 308.9
科學的 40 堂公開課 / 威廉.拜能
(William Bynum)著 ; 高環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811 .-- 360 面; 21 公
18

分 .-- ISBN 978-986-489-366-9 (平裝)
NT$360
1.科學 2.歷史 309
科技首創 : 萬物探索與發明發現 / 李
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11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6-4 (平裝)
NT$200
1.科學技術 2.歷史 3.中國 309.2
創始發明 : 四大發明與歷史價值 / 鐘
雙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5-4
(平裝) NT$200
1.科學技術 2.歷史 3.中國 309.2
寬宥美勵. 下輯 : 17 位傑出女科學家
的非凡人生 / 彭德里德.諾伊斯
(Pendred Noyce)原作 ; 張瑛純, 林瓊
香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
科技出版 : 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
會發行, 10810 .-- 2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189-1-9 ( 精 裝 )
NT$600
1.科學家 2.女性傳記 309.9

數學
升科大四技 : 統測力 : 數學 B 奪分
王 / 趙文盛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1 .-- 5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03-291-3 (平裝)
1.數學 310
利用數字概念拿高薪 / 鮑比.西格爾
(Bobby Seagull)著 ;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2 .-288 面; 23 公分 .-- (Biz ; 314) .-- ISBN
978-957-9654-46-3 (平裝) NT$34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 一門不
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 安.魯尼
(Anne Rooney)著 ; 陳敏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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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面 ; 23 公 分 .-- ( 科 普 漫 遊 ;
FQ1028X) .-- ISBN 978-986-235-789-7
(平裝) NT$420
1.數學 2.歷史 310.9
數學史鑒 : 數學歷史與數學成就 / 李
正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37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1-8
(平裝) NT$200
1.數學 2.歷史 3.中國 310.92

1.雲端運算

312.136

商用微積分 / 李政德, 陳卓泰著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81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0982 (平裝)
1.微積分 314.1

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超入門 : 使用
Google Cloud Platform / 阿佐志保, 中
井悅司著 ; 林子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標, 10810 .-- 2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12-613-3 ( 平 裝 )
NT$520
1.雲端運算 2.資料探勘 312.136

微積分 / 劉明昌, 李聯旺, 石金福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93-7 (平裝)
1.微積分 314.1

Apache Kylin 大數據入門 / 蔣守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8-3 (平裝) NT$650
1.網際網路 2.網路伺服器 312.1653

圖形演算法 : Apache Spark 與 Neo4j
實 務 範 例 / Amy Hodler, Mark
Needham 著 ; 張靜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9-6 (平
裝)
1.演算法 2.電腦圖形辨識 318.1

圖解網路運作機制 / Gene 原著 ; 沈
佩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6-3 (平裝)
1.網際網路 2.電腦網路 312.1653

機率與統計 / 繆紹綱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811 .-- 3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240-7 (平裝)
1.機率 2.數理統計 319.1

電腦資訊科學
數位科技概論 / 施威銘, 吳文立, 旗
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立資訊, 10811 .-- 28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85-203-2 (下冊:
平裝)
1.數位科技 312
個資保護 2.0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 .-- 二版 .-臺北市 : 書泉, 108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74-7 (平裝)
NT$300
1.資訊法規 2.資訊安全 3.問題集
312.023
AWS 實戰 : 快速開發、建立、部署
應用程式 / Aurobindo Sarkar, Amit
Shah 著, 錢亞宏譯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811 .-- 4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34-437-6 (平裝)
1.雲端運算 312.136
雲端深入你我身邊 : 新一代邊緣運
算技術直達 / 祝鯤業等合著 ; 張駿主
編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812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05-1 (平裝) NT$680

ASP.NET 專題實務. II : 進階範例應
用 /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9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42-0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BASIC(電腦程式語言) 4.C#(電腦程
式語言) 312.1695
HTML.CSS 網頁程式設計 : 零基礎
也能成為前端工程師 / 陳惠貞作 .-臺北市 : 旗標, 10811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12-6 (平裝)
NT$580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S(電腦
程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全球資訊網
312.1695
一次就懂 ASP.NET MVC5.X 網站開
發 : Web 應用的經典實務範例解析
(Visual C#) / 姜琇森等編著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0812 .-- 8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1-07-5 (平裝)
NT$79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響 應 式 網 頁 設 計 驚 嘆 號 :
Dreamweaver CC* x Bootstrap 4 x
JavaScript 範例大全 / 李啟宏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1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7-7 (平裝) NT$55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Dreamweaver(電腦程式) 4.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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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圖解]寫給所有人的運算思維入
門 / 草野俊彥著 ; 陳彩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192 面 ; 21 公 分 .-- ( 科 普 漫 遊 ;
FQ1060) .-- ISBN 978-986-235-787-3
(平裝) NT$380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持續交付 2.0 : 業務引領的 DevOps
精要 / 喬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34-439-0 ( 平 裝 )
NT$520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程式語言與設計 / 李亮生, 傅玨華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81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202-5 (下冊:平裝)
1.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JavaScript 技術手冊 / 林信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8-8 (平裝)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Julia 資料科學與科學計算 / 杜岳華,
胡筱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1-4 (平裝) NT$480
1.Juli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8
Data Science from Scratch 中文版 : 用
Python 學資料科學 / Joel Grus 原著 ;
藍子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9-5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網路爬蟲 : 大數據擷取、清
洗、儲存與分析:王者歸來 / 洪錦魁
著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811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02-0 (平裝) NT$6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輕鬆學 / 黃建庭編著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1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89-0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物聯網 Python 整合實戰 / 劉凱著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8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7-6 (平裝) NT$6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從生活中學習設計模式 : 使用
Python / 羅偉富著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 10812 .-- 5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1-06-8 ( 平 裝 )
NT$6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easygo powerpoint 2016 輕鬆學 / 全華
研究室編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1-4 (平裝)
1.PowerPoint 2016(電腦程式)
312.49P65

零 基 礎 Python 速 成 上 手 : 自 學
Coding 一玩就上手,創造 50 款創意
遊戲,打好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與邏
輯訓練基本功! / 艾德麗安.B.泰克
(Adrienne B. Tacke)著 ; 黃筱玲譯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812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1-193-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easygo word 2016 輕鬆學 / 全華研究
室 編 著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10810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6-9 (平裝)
1.WORD 2016(電腦程式)
312.49W53

3dsMax & After Effects 影視特效 設
計高手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1 .-- 4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5-1 (平裝)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數位影像處理 312.49A3
TQC+AutoCAD 2020 特訓教材. 3D 應
用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9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2-6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easygo excel 2016 輕鬆學 / 全華研究
室 編 著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10810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8-3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VBA 程式設計 : 生活應用與遊
戲入門 / 張大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8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19-9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辦公室管理 設計高手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1 .-3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6-8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單線圖繪製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
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
經銷, 10810 .-- 208 面; 25 公分 .-ISBN 978-957-43-7137-2 (平裝附光碟
片) NT$6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Android 初學特訓班 /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7-2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Android 皇家御用語言 : 用 Kotlin 豪
華開發 / 向治洪著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 10812 .-- 4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1-03-7 ( 平 裝 )
NT$58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App Inventor 2 輕鬆學 / 曾靖越編
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38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React Native 頂尖跨平台行動裝置應
用開發框架 / 張益琿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4-5
(平裝) NT$68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React 前端開發 : 同構應用與狀態管
理 / 侯策, 顏海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石數位, 10810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431-6 (平裝)
NT$54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運算思維與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 :
含 GTC 全 民 科 技 力 認 證 Basic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Visual
Programming 運算思維與圖形化程式
入門 App Inventor 2 / 簡良諭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9-5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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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串接 React & Redux Web 應用程
式前端高效開發技術 / 劉一奇著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2-1
(平裝) NT$65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電腦界面
312.52
Docker 專業養成 : 活用基礎與實踐
技能 / 熊昌隆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43-7 ( 平 裝 )
NT$450
1.作業系統 312.54
Kafka 超限精析 重磅級大數據流處
理技術平台 / 鄭奇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1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6-9 (平
裝) NT$980
1.作業系統 312.54
優化 SQL : 語法與資料庫的最佳化
應用 / 羅炳森, 黃超, 鐘僥原著 ;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6-5 (平裝)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資料探勘
3.SQL(電腦程式語言) 312.7565
Bash 資安管理手冊 / Paul Troncone,
Carl Albing 原著 ; 林班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3-2 (平裝)
1.資訊安全 2.資訊管理 312.76
世界第一簡單密碼學 / 三谷政昭, 佐
藤伸一著 ; 林羿妏譯 .-- 修訂一版 .-新北市 : 世茂, 10901 .-- 240 面; 21 公
分 .-- (科學世界 ; 240) .-- ISBN 978986-5408-11-4 (平裝) NT$320
1.資訊安全 2.密碼學 3.漫畫 312.76
加密與解密 : 軟體保護技術攻防指
南 / 段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
數位, 10810 .-- 12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00-430-9NT$980
1.資訊安全 2.密碼學 312.76
Cartoon Animator 4 動態製作全端攻
略 實力打造多媒體行銷利器 / 謝昊
霓(NiNi 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1 .-- 4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8-6 ( 平 裝 )
NT$560
1.電腦動畫設計 2.電腦程式 312.8

Cinema 4D R19 & After Effects 廣告
動畫特效精粹 / 白乃遠, 黃文興, 陳
冠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9-3 (平裝) NT$680
1.Cinema 4D(電腦程式) 2.多媒體 3.
數位影像處理 4.電腦動畫 312.8
Unity 3D 遊戲設計實戰 / 邱勇標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5-8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跟 Adobe 徹底研究 After Effects CC.
2019 版 / Brie Gyncild, Lisa Fridsm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27-9 (平裝) NT$699
1.多媒體 2.數位影音處理 3.電腦動
畫 312.8
遊戲動畫 設計高手 / 林佳生作 .-- 新
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1 .-- 5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4-4 (平
裝附光碟片)
1.電腦動畫設計 312.8
SLAM 十四講 : 雙倍內容 2020 強化
版 / 高翔等著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8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04-4 (平裝) NT$580
1.人工智慧 312.83
人工智慧 : 快思通則中慢想例外,兼
論性愛的精神療法 / 班傑明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元亨利國際, 10901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1-0-9 (平裝) NT$350
1.人工智慧 312.83
深度學習活用教科書 / 日經 xTrend
著 ; 葉韋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 FQ1061) .-- ISBN 978986-235-792-7 (平裝) NT$420
1.人工智慧 2.個案研究 312.83
超限未來 無人駕駛先端技術核新領
航 / 劉少山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5-2 ( 平 裝 )
NT$490
1.人工智慧 312.83
深 度 學 習 : 使 用 Keras / Rowel
Atienza 原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1-8
(平裝)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資料探勘
312.831
機器學習實務 : 資料科學工作流程
與應用程式開發及最佳化 / Andrew
Kelleher, Adam Kelleher 著 ; 楊尊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08-9 (平裝)
1.人工智慧 2.資料探勘 312.831
Photoshop 影像處理設計高手 / 趙雅
芝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1 .-4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2-0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教你如何畫出「角色背景」用 CLIP
STUDIO PAINT 創造傳達人物心思
的風景 / 清水洋作 ; 李喬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8786-3
(平裝)
1.電腦繪圖 2.電腦軟體 312.866
邁向 Linux 工程師之路 : Superuser 一
定要懂的技術與運用 / Brian Ward
著 ; 薑南, 袁志鵬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08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438-3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954

天文學
天文回望 : 天王歷史與天文科技 / 劉
干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6-8
(平裝) NT$200
1.天文學 2.歷史 3.中國 320.92
國家地理圖解恆星系 : 最權威的恆
星、星系與星座導覽圖 / 羅伯特.丁
威迪(Robert Dinwiddie)等著 ; 胡佳玲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 1081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8722-70-5 (精裝) NT$1200
1.恆星 2.星座 323.8
萬年曆法 : 古代曆法與歲時文化 / 臺
運真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9-5
(平裝) NT$200
1.曆法 2.歲時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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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四節氣 的生活智 慧 / 邱丙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
都會文化發行,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21-9-7 (平
裝) NT$380
1.節氣 327.12
大氣輻射傳送原理 / 劉振榮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出
版 ; 臺北市 : 遠流發行, 108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59-271 (平裝) NT$500
1.大氣輻射 328.483

物理
物理. B / 方文宗等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90-9-7
(下冊:平裝)
1.物理學 330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 曾禹童編著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0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6-5 (平裝)
1.物理學 330
物理源流 : 物理歷史與物理科技 / 李
丹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3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4-0
(平裝) NT$200
1.物理學 2.歷史 3.中國 330.9
*實用壓電力學 / 周卓明作 .-- 高雄
市 : 周卓明, 10810 .-- 22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47-1 (平裝)
1.力學 2.電學 332
流體力學究竟在說什麼? / 王曉剛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出
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811 .-- 422
面; 23 公分 .-- (樂科普 ; 2) .-- ISBN
978-957-9036-21-4 (平裝) NT$450
1.流體力學 332.6
第二種不可能 : 新物質形態的非凡
探 索 / 保 羅 . 史 坦 哈 特 (Paul J.
Steinhardt)著 ; 丁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1 .-- 396 面; 21 公分 .-(莫若以名書房 ; 19) .-- ISBN 978-986477-755-6 (平裝) NT$500
1.物理學 2.物質物理 339

化學
大人的化學教室 : 透過 135 堂課奠
定化學基礎 / 竹田淳一郎著 ; 陳朕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2-2 (平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精油化學參考手冊 / 大衛.希爾編
撰 .-- 臺中市 : 多特瑞, 10811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500-4-2
(平裝)
1.香精油 2.化學 3.芳香療法 346.71

地質學
天然珍寶 : 珍珠寶石與藝術特色 / 李
文靜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8-5
(平裝) NT$200
1.寶石 2.中國 357.8

生物學
生物尋古 : 生物歷史與生物科技 / 余
海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6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9-9
(平裝) NT$250
1.生物學史 2.中國 360.92
對不起,長這樣!深海生物圖鑑 / 新野
大監修 ; 丁冠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 108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1-383-8 (平裝)
NT$350
1.海洋生物 2.動物圖鑑 366.9895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化學)三、四
等 / 石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811 .-- 496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45-718-3 ( 平 裝 )
NT$550
1.環境化學 367.4
生物技術概論 / 鍾竺均, 陳偉編著 .-第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1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69-8 (平裝) NT$410
1.生物技術 368
亞洲生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成果專刊.
2019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810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16-9
(平裝) NT$350
1.生物技術 2.農業 3.臺灣 368
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
會. 2019 / 葉月嬌總編輯 .-- 第 1 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
等, 10810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63-8 (平裝) NT$300
1.生物技術 2.健康醫療業 3.文集
368.07
小心,這本書有細菌! : 認識細菌、病
毒和真菌的強大微生物王國 / 史蒂
夫.莫爾德(Steve Mould)作 ; 楊仕音,
吳宛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
國際文化, 10811 .-- 7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8722-71-2 (精裝)
1.微生物學 2.通俗作品 369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微生物學)三、
四等 / 石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1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9-0 ( 平 裝 )
NT$420
1.環境微生物學 369
發酵文化 : 古老發酵食如何餵養人
體微生物? / 凱薩琳.哈爾蒙.柯瑞吉
(Katherine Harmon Courage)著 ; 方淑
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480 面;
23 公分 .-- (醫藥新知 ; 19) .-- ISBN
978-986-98448-0-2 (平裝) NT$550
1.食品微生物 2.醱酵 369.36

植物學
如詩般的植物課 : 將植物比擬孩子
的成長歷程,充滿哲思、想像力的美
感體驗 : 華德福教學引導. 1 / 查爾斯.
科瓦奇(Charles Kovacs)著 ; 新竹人智
學會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487-169 (平裝)
1.植物 2.通俗作品 370
臺灣蔓藤植物介紹 / 陳坤燦作.攝
影 .-- 臺北市 :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台北市瑠公 農田水 利會 , 10810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062-6-5 (第 1 冊:平裝)
1.植物圖鑑 2.蔓藤植物 3.臺灣
37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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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學
所羅門王的指環 : 與蟲魚鳥獸親密
對話 / 勞倫茲(Konrad Lorenz)著 ; 游
復熙, 季光容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00D) .-- ISBN
978-986-479-839-1 (平裝) NT$400
1.動物行為 383.7
博物學家的超自然變形動物圖鑑 /
讓.巴普蒂斯特.德.帕納菲厄作 ; 樊豔
梅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1 .-- 12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01-48-4 (平裝) NT$420
1.動物圖鑑 2.通俗作品 385.9
漫畫昆蟲笑料演化史 : 史上第一本
榮獲「幽默諾貝爾獎」的昆蟲漫畫
書 / 金渡潤著 ; 魏汝安翻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811 .-352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9) .-ISBN 978-986-98234-3-2 (平裝)
1.昆蟲 2.漫畫 387.7
怪魚.珍魚大百科 / 本村浩之監修 ;
劉姍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西北國
際文化, 10811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625-8-8 (平裝)
1.魚類 388.5
飛行動物圖鑑小百科 / Young 著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兒童百科 ; 5) .-- ISBN
978-986-97767-8-3 (平裝) NT$249
1.鳥類 2.動物圖鑑 388.8025
澎湖賞燕鷗手冊 / 鄭謙遜撰文 .-- 澎
湖縣馬公市 : 澎縣野鳥學會, 10810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8911-4-8 (平裝)
1.鳥 2.賞鳥 3.澎湖縣 388.833

人類學
劍橋大學+百位頂尖科學家,驚人實
證!命運可預測,更能改變 : 轉換大腦
慣性思維創造不同機遇,命運會偏轉
到你要的結局 / 漢娜.克里奇洛
(Hannah Critchlow)著 ; 聞翊均譯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48-1 (平裝) NT$380
1.腦部 2.命運 3.思維方法 394.911

女孩的性教育指南 : 關於青春期、
人際關係與成長發育你必須要知道
的事 / 蜜雪兒.霍普(Michelle Hope)作 ;
艾莉莎.岡薩雷斯(Alyssa Gonzalez)插
圖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208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460) .- ISBN 978-986-443-943-0 ( 平 裝 )
NT$350
1.青春期 2.性教育 3.青少年心理
397.13

應用科學類
總論
新能源材料與器件 / 王新東, 王萌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8-2 (平裝) NT$410
1.能源技術 2.能源 400.15
Rhino 6.0 造形設計 / 蔣柏文作 .-- 新
北市 : 經瑋文化, 1081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03-4 (平
裝)
1.工業設計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電腦輔助製造 402.9
精通 Rhino 6.0 造形設計 / 周曉龍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2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7-5 (平裝)
1.工業設計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電腦輔助製造 402.9

醫藥
MY 健康誌. 2020 / 聯合報記者團隊
文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
部, 108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26-5-2 (平裝) NT$280
1.健康法 411.1

公司發行,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舒活家系列 ; HD2043) .-- ISBN
978-986-97735-7-7 (平裝) NT$500
1.溫泉 2.健康法 411.13
瑜伽之鑰 : 從心開始自我提升 / 康烈
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
業出版 : 聯合發行,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運動場 Playground ; 6) .-ISBN 978-986-98200-2-8 ( 平 裝 )
NT$450
1.瑜伽 411.15
長壽的悖論 : 如何活得長壽不老又
健康? / 史提芬.剛德里(Steven Gundry)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0812 .-- 308 面; 21 公分 .-- (Health ;
20) .-- ISBN 978-957-663-782-7 (平裝)
NT$420
1.長生法 2.營養 3.健康飲食 411.18
腦科學權威的最高休息法 : 11 年實
證,終結疲勞,提供最佳睡眠品質,打
造不易累體質! / 李時炯著 ; 金學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0-1 (平裝)
1.健腦法 2.睡眠 3.生活指導 411.19
外食族、超商族的懶人健康餐桌 :
省時省事省心力的 5 色 5 味 5 法的
美食 / 松村和夏著 ; 林雅惠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
義,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64-1 (平裝) NT$320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吃對食物 越吃越年輕 : 國寶中醫師
的慢老飲食法,全面提升代謝力、免
疫力的自我保健對症根治食療 / 徐
慧 茵 作 .-- 新 北 市 : 臺 灣 廣 廈 ,
10811 .-- 288 面; 22 公分 .-- (健康萬
萬歲 ; 38) .-- ISBN 978-986-130-448-9
(平裝)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每天排身體的毒 : 82 招天然排毒法,
清五臟,防生病 / 張霆著 .-- 初版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健康
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0) .-- ISBN
978-957-8683-77-8 (平裝) NT$380
1.健康法 2.養生 3.食療 411.1

效果驚人!90%的疾病都能逆轉全食
物救命奇蹟 / 克莉絲.卡爾(Kris Carr)
著 ; 洪淑芬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 10811 .-- 240 面; 22 公分 .-(健康 smile ; 66) .-- ISBN 978-98697680-8-5 (平裝) NT$420
1.素食主義 2.健康飲食 3.婦女健康
411.3

溫泉健康研究室 : 發現泡湯的養生
療癒力 / 陳家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逆齡餐桌 / 潘文涵, 陳亮恭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811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生 ; 187) .23

- ISBN 978-986-98204-2-4 ( 平 裝 )
NT$420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專業營養師教你吃對了,健康瘦,擺脫
慢性病,遠離代謝症候群 / 顧中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7-0 (平裝)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飲食新煮張 : 少油、少鹽、少糖,幫
助身體斷捨離 / 王晶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34-7
(平裝)
1.健康飲食 2.營養 3.食療 411.3
減醣.好油.綠拿鐵 : 四階段減醣步
驟,3 個月瘦 14 公斤,三餐最方便迅
速、能量滿分的飲食計畫 / 曾心怡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08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96-2-7 (平裝) NT$399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尋油記 : 一位品油師對生命的堅持
與實踐 / 王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應,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生
活療癒 ; 1) .-- ISBN 978-986-93870-40 (平裝) NT$420
1.健康食品 2.食療 411.373
全民皮拉提斯教室全書. 第一冊, 皮
拉提斯自學手冊 / 歐陽清瀠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核立子身心技法創研
社, 10901 .-- 1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461-0-3 (平裝) NT$300
1.運動健康 411.71
打造彈性靈活的身體 / 羅傑.范普頓
(Roger Frampton)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160 面; 23 公
分 .-- (smile ; 165) .-- ISBN 978-9865406-24-0 (平裝) NT$48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藥物讓人上癮 : 酒精、咖啡因、尼
古丁、鎮靜劑與毒品如何改變我們
的大腦與行為 / 雷.海瑟.威爾遜
(Leigh Heather Wilson)等作 ; 林慧珍
譯 .-- 二版 .-- 新北市 c 大家, 遠足文
化 , 10811 .-- 384 面 ; 23 公 分 .-(Common ; 53) .-- ISBN 978-957-954283-8 (平裝) NT$420
1.藥物濫用 411.8
臺 南市 政府衛 生局 公共衛生 年報 .
107 年 / 黃文正等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809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1-2
(平裝)
1.公共衛生 2.臺南市 412.133/127
越南傳統醫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 /
黃怡超,孫智麗,蔡奉真總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811 .-- 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9-026 (平裝) NT$100
1.中醫藥管理 2.越南 412.2
緊急醫療救護法解析與運用(含施行
細則、緊急救護辦法及精神衛生法)
/ 魏健利編著 .-- 三版 .-- 南投縣竹山
鎮 : 魏健利, 10811 .-- 100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86-0 (平裝)
NT$450
1.緊急醫療救護 2.醫事法規 412.21
黃帝內經.五行養生智慧 / 曲黎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3-2 (平裝)
1.內經 2.中醫理論 3.養生 413.11
*圖解黃帝內經大全 / 陳昌駿編著 .-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創 文 化 ,
10811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20-8 (平裝) NT$480
1.內經 2.中醫理論 3.養生 413.11
圖 解黃帝內 經精華 版 / 臧俊岐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2-9 (平裝)
1.內經 2.中醫典籍 3.養生 413.11
學會用情 : 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2 /
蔡璧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
化,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平安
叢書 ; 第 643 種)(致知 ; 3) .-- ISBN
978-957-9314-40-4 (平裝)
1.內經 2.中醫典籍 3.老莊哲學
413.11
經絡解密. 卷五 : 雙太陽組合,人體背
景最雄厚的護衛官-小腸經+膀胱經 /
沈邑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 10812 .-- 384 面 ; 22 公 分 .-(Smile ; 150) .-- ISBN 978-986-540634-9 (平裝) NT$600
1.經絡 2.經絡療法 413.165
大地的滋味 : 品嚐 24 節氣養生蔬食
/ 但漢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報
文化出版 : 人間福報社發行, 10811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1811-4-3 (平裝) NT$280

1.中醫 2.養生 3.節氣

413.21

養生要從五臟六腑開始 / 李春深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醫學健
康館 ; 23) .-- ISBN 978-986-98313-0-7
(平裝)
1.中醫 2.養生 3.中醫理論 413.21
寫給女性的溫養中藥本 : 用科學中
醫治療經痛、虛寒、便秘,改善失眠
助好孕 / 大澤稔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生活健康 ; B475) .-- ISBN 978-9865408-10-7 (平裝) NT$300
1.中醫 2.養生 3.女性 413.21
人體排寒手冊 : <<傷寒雜病論>>的
養生自療大法 / 王長松作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811 .-- 312 面; 22 公分 .- (健康萬萬歲 ; 39) .-- ISBN 978-986130-449-6 (平裝)
1.傷寒論 2.養生 413.32
兒童就這樣止咳 : 中醫調理解決過
敏、氣喘、久咳、夜咳、感冒的咳
嗽百病 / 范聖華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0811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255-2-8 (平裝)
NT$350
1.咳嗽 2.中醫治療學 3.幼兒健康
413.341
養肝=養命 / 野村喜重郎監修 ; 許郁
文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
聯文化發行, 10812 .-- 160 面; 23 公
分 .-- (樂健康 ; 66) .-- ISBN 978-9578472-85-3 (平裝)
1.肝病 2.食療 3.健康飲食 413.344
針灸取穴. 原理篇 / 李茂祥作 .-- 臺
北市 : 李茂祥, 10812 .-- 12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46-4 (平裝)
1.針灸 2.經穴 413.91
艾灸排寒 / 單桂敏作 .-- 新北市 : 楓
葉社文化, 108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0-207-8 ( 平 裝 )
NT$350
1.艾灸 2.經穴 413.914
疼痛 out!遠絡治療除痛 DIY : <<來自
天上的醫學>>第二彈,補法+瀉法全
方位關鍵應用,按壓二點立即消痛 /
陳炫名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木果文創,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Organic_活力 ; 2) .-- ISBN 978-98696917-5-8 (平裝) NT$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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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絡療法 2.養生 3.健康法
413.915
對症取穴. 實用篇 / 李茂祥作 .-- 臺
北市 : 李茂祥, 10812 .-- 19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45-7 (平裝)
1.穴位療法 2.經穴 413.915
甘鳳池易筋經秘功 / 吳天佑原著 ; 三
武組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2 .-- 301 面; 21 公分 .-- (武術秘
本圖解 ; 4) .-- ISBN 978-986-346-2750 (平裝)
1.氣功 413.94
拜節氣為師 : 順四時補氣養生,用
「功」練出好身體 / 李章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未來書城, 10811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7584-97-7 (平裝) NT$350
1.氣功 2.節氣 3.養生 413.94
高雄市外丹功 / 李瑞崇, 呂正心總編
輯 .-- 高雄市 : 河畔出版 : 高雄市中
華外內丹功運動協會發行, 10810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66-59-8 (第 8 冊:)
1.氣功 413.94
邱九桁脊骨肌肉神經徒手矯治整療
學 / 邱九桁主編 .-- 臺北市 : 邱九桁,
10810 .-- 5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8-5 (平裝) NT$9000
1.整脊 2.徒手治療 413.99
基礎重症醫學 / 美國重症醫學會原
著 (The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譯 .- 第二版 .-- 新北市 : 藝軒, 10810 .-4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94030-2 (平裝)
1.重症醫學 415
新護理考試祕笈. 十, 病理學 / 陳杏
亮編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810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4-4 (平裝) NT$300
1.病理學 415.1
簡 明醫護檢 驗手冊 / 林清江等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811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549-1 (平裝)
1.檢驗醫學 2.手冊 415.12026
一分鐘的降血壓操 / 加藤俊彥著 ; 劉
錦 秀 譯 .-- 臺 北 市 : 大 是 文 化 ,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Easy ;
87) .-- ISBN 978-957-9654-47-0 (平裝)
NT$300

1.高血壓 2.健身操 3.健康法
415.382
只是咳嗽,怎麼變成癌症末期? / 星希
亞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
康 ; 127X) .-- ISBN 978-986-97735-8-4
(平裝) NT$380
1.肺癌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5.4682
「健」癒心靈、「裕」見安寧 : 陪
伴 癌夫圓滿 人生的歷 程 / 尹亞蘭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810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0-165-4 (平裝) NT$250
1.直腸癌 2.安寧照護 415.569
終結漏尿的鍛鍊法 : 1 天蹲 10 次,2
週就能徹底改善! / 山田典子著 ;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6-0 (平裝)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健康照護
415.8
尿液收集裝置技術報告 / 潘美玉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10 .-- 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8-2 (平裝) NT$125
1.尿液檢驗 2.護理處置 415.807
名醫教你腎臟病對症飲食 / 陳彥成
著 .-- 新北市 : 源樺, 10810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008-4-6
(平裝) NT$350
1.腎臟尿病 2.食療 3.食譜 415.81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6, 神經疾病物
理治療學 / 吳育儒, 陳淑玲編著 .-三 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
10810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26-8 (平裝) NT$550
1.神經系統疾病 2.物理治療 415.9
撥雲見月 : 龍發堂現象及其社會意
義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
心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衛生
局, 10811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3-3 (平裝)
1.龍發堂 2.精神病患 3.醫療社會工
作 415.96
成為一個新人 : 我們與精神疾病的
距離 / 張子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17-1-1 (平裝) NT$380
1.精神疾病 2.報導文學 415.98

因為身體記得 : 告別憂鬱症的療癒
之路 / 尤虹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BBP444) .-ISBN 978-986-479-841-4 ( 平 裝 )
NT$360
1.憂鬱症 2.心理治療 415.985
我們都有小憂鬱 : 運用療鬱象限圖
的 33 種情緒解方,化解莫名的疲憊
和心情鬱悶 / Hossy 著 ; 郭菀琪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224 面; 19 公分 .-- (人生顧問 ; 378) .- ISBN 978-957-13-8010-0 ( 平 裝 )
NT$320
1.憂鬱症 2.生活指導 415.985
選擇性緘默症 : 不說話的孩子 / 王意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810 .-- 272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97) .-- ISBN 978-986-406-174-7 (平裝)
NT$300
1.焦慮症 2.親職教育 415.992
住在大腦的肥胖駭客 : 飢餓大腦全
解讀-看破大腦的算計,擺脫大吃大喝
的衝動飢餓大腦 / 史蒂芬.J.基文納
特作 ; 王念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645-94-4 (平
裝) NT$420
1.暴食症 2.肥胖症 3.生理心理學
415.9982
乳房告白 : 先瞭解身體,再看懂癌症,
美國乳癌權威歷久不衰的細膩巨作 /
蘇珊.樂芙, 凱倫.林塞, 伊莉莎白.樂
芙著 ; 張家瑞, 賈可笛譯 .-- 初版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10812 .- 640 面; 23 公分 .-- (完好 ; 1) .-ISBN 978-957-8628-47-2 ( 平 裝 )
NT$800
1.乳房疾病 2.乳癌 3.通俗作品
416.2352
重生,讓我更勇敢! : 大齡女子的抗癌
手記 / 林珮瑜圖.文 .-- 二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 10811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528-62-7 (平裝)
NT$300
1.乳癌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6.2352
筋骨關節疼痛防治全百科 : 骨科專
家游敬倫整合中西醫學最新對症療
法 / 游敬倫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
綠光,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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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9528-63-4 ( 平 裝 )
NT$370
1.骨科 2.保健常識 416.6
痠痛退散、肌力強化的多功能肌內
效貼紮 / 蔡忠憲等作 ; 陳秋月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812 .-224 面; 23 公分 .-- (Happy body ;
181) .-- ISBN 978-986-136-362-2 (平裝)
NT$360
1.繃帶術 2.運動傷害 416.69
失語症及相關神經性語言障礙 /
Leonard L. LaPointe, Julie A. G.
Stierwalt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
文化, 10811 .-- 28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47-138-6 ( 平 裝 )
NT$550
1.失語症 2.語言障礙 3.中樞神經系
統疾病 416.867
現代牙科公共衛生學 / 姚振華總編
輯 .-- 臺北市 : 牙醫學會, 10811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9591-6-2 (平裝)
1.牙科 2.公共衛生 416.9
臨床假牙學 / 陳明時等著 .-- 二版 .-臺北市 : 陳明時出版 : 聯合發行總經
銷, 10812 .-- 6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1-8 (精裝)
1.膺復牙科 2.義齒 416.96
齒顎矯正治療參考指引 / 鄭信忠計
畫主持 ; 蔣寶漳協同主持 .-- 臺北市 :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專業版 .-- ISBN
978-986-6128-17-2 (平裝)
1.齒顎矯正 416.97
齒顎矯正健康照護手冊 / 鄭信忠計
畫主持 ; 蔣寶漳協同主持 .-- 臺北市 :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10811 .-56 面; 21 公分 .-- 民眾版 .-- ISBN
978-986-6128-16-5 (平裝)
1.齒顎矯正 416.97
婦科常見疾病 / 顏兆熊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10 .-6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25-0 (平裝) NT$900
1.婦科 2.婦女健康 417
胎兒影像學診斷. 2 : 全身系統病例
精選(2015-2018) / 周昱青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東曜, 10811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10 (平裝) NT$1000
1.胎兒 2.影像診斷 3.病例 417.342

罹癌又怎樣? /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
金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
智庫, 10811 .-- 160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8065-4-1 ( 平 裝 )
NT$280
1.癌症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7.8
新護理考試祕笈. 九, 藥理學 / 詹婉
卿, 翁逸奎編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10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25-1 (平裝)
NT$400
1.藥理學 418.1
逆轉疾病的科學食療聖經 : 美國權
威醫師的創新食療法,教你吃對食物、
啟動身體防禦力,擺脫癌症與慢性病
/ 威廉.李(William Li)著 ; 陳莉淋譯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54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130) .-- ISBN 978-986-507-066-3 (平裝)
NT$599
1.食療 2.營養常識 418.91
遠紅外線健康法 : 改善虛寒體質,氣
血活絡,百病自癒 / 日本遠紅外線研
究會作 ; 林裕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生活健康 ; R476) .-- ISBN 978-9865408-12-1 (平裝) NT$300
1.遠紅外線療法 418.93212
超氧微米氣泡水療的保健奧秘 / 劉
鴻文, 陳興漢, 陳瑞祥作 .-- 初版 .-花蓮縣吉安鄉 : 睿理能量科技,
10811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43-0-7 (平裝) NT$360
1.水療法 418.9325
物理治療師教你行動輔具怎麼選怎
麼用 / 楊忠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Care ; 66) .-- ISBN 978-986-5406-271 (平裝) NT$350
1.科技輔具 2.購物指南 418.935
失落的埃及能量導引法 : 禮敬日月,
吸收天地能量,開啟第三眼 / 傑森.奎
特(Jason Quitt)著 ; 廖世德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7-904 (平裝) NT$300
1.另類療法 2.能量 3.健康法
418.995
智慧醫療 AIoT 應用與商機 / 王琬昀
作 .-- 臺 北 市 : 資 策 會 產 研 所 ,

108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78-7 (平裝) NT$12000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療科技 419.2
慈悲善終 : 社工師的臨床陪伴日誌 /
林怡嘉, 吳宛育等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博思智庫,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65-3-4 (平
裝) NT$350
1.安寧照護 2.生命終期照護
419.825
新護理考試祕笈. 三, 婦產科學 / 羅
惠敏等編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 10810 .-- 640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62-627-5 ( 平 裝 )
NT$450
1.婦科護理 2.產科護理 419.83

家政
1 日 1 角落,每天 15 分鐘,無痛整理
術 / 沈知恩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生活樹系列 ; 79) .-- ISBN
978-986-507-061-8 (平裝) NT$38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房屋自動乾淨術 : 不花力氣的 3 步
驟收納魔法 / 七尾亞紀子作 ; 楊毓瑩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459-3 (平裝)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家政概論 / 黃惠鈴等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1 .-- 29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中家政群 .-- ISBN
978-986-97890-8-0 (下冊:平裝)
1.家政 420
淨力省時!廚房無腦整理術 : 日本主
婦救星教你,1 天 1 小時從採買食材、
菜單規劃、冰箱及餐廚收納告別雜
亂無章的不思考家事技巧! / 高木惠
美作 ; 劉芳英翻譯 .-- 新北市 : 蘋果
屋, 10812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18-5-9 (平裝) NT$280
1.家政 2.廚房 3.烹飪 420
*魔法手帳 : 只要一本筆記本,從人際
往來到居家收納,整理苦手也能變成
整理高手 / 三條凜花著 ; 彭春美譯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81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55-4-2
(平裝) NT$35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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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思維,你的最強理財武器 : 從家
庭帳本到企業分析,增值你的財富,有
效管理每一塊錢 / 小山龍介, 山田真
哉著 ; 阿修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4-2 (平裝) NT$400
1.家計經濟學 2.家庭理財 421.1
給 40 歲後更好的自己 / 堀川波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2 .-144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198) .- ISBN 978-957-658-263-9 ( 平 裝 )
NT$340
1.家政 2.生活指導 421.4
日本家政婦都在學的 3 日理想整理
術 : 收納達人沒說的關鍵撇步,從掃
除、洗衣到料理全都教,打造一個令
人怦然心動的家 / 石阪京子作 ; 王曉
維翻譯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18-6-6 (平裝) NT$300
1.家庭佈置 2.生活指導 422.5
史上最強!聰明收納全圖解 : 1000 張
彩圖教學!韓國收納女王教你 1 週 1
區、4 步驟改造空間,讓你家從客廳
到臥室煥然一新! / 趙允慶作 .-- 新北
市 : 臺灣廣廈, 10812 .-- 288 面; 22 公
分 .-- (生活風格 ; 70) .-- ISBN 978986-130-451-9 (平裝)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老屋重建改建翻新完全攻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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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1 .-- 224 面 ; 23 公 分 .-(Solution ; 119) .-- ISBN 978-986-408549-1 (平裝) NT$399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室內設計
422.9
簡裝修 / Phyllis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智,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方智好讀 ; 127) .-- ISBN 978-986175-540-3 (平裝) NT$350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家庭佈置
422.9
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人生 / 賴庭
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第一本 ;
99) .-- ISBN 978-986-137-286-0 (平裝)
NT$350
1.衣飾 2.服裝 3.生活指導 423.2

服裝製作實務 / 徐美貴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2 .-3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470-0-1 (下冊:平裝)
1.服裝設計 2.縫紉 423.2

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811 .-- 174 面; 26 公分 .-- (技能叢
書. 理髮類) .-- ISBN 978-957-9119-528 (平裝) NT$680
1.美髮 2.問題集 425.5022

易學好上手的韓系童裝 : 專為身高
85~135cm 孩子設計的 29 款舒適童
裝與雜貨 / 梁世娟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飛天手作, 10811 .-- 192 面; 26 公
分 .-- (玩布生活 ; 28) .-- ISBN 978986-96654-6-9 (平裝) NT$480
1.服裝設計 2.童裝 423.25

男子理髮丙級技術士檢定用書 / 廖
世雄, 世紀沙龍團隊講師編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
10811 .-- 156 面; 26 公分 .-- (技能叢
書. 理髮類) .-- ISBN 978-957-9119-535 (平裝) NT$680
1.美髮 2.問題集 425.5022

男西裝外套縫製經典 : 國際金獎裁
縫 師陳和平 的手作筆 記 / 陳和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格蘭呢羢西服,
1081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75-0-7 (精裝) NT$1000
1.服裝設計 2.縫紉 3.男裝 423.35

ncca 凝膠指甲初級認證 / 卓守鈞, 李
帝龍編著 .-- 高雄市 : 花漾藝術美甲
國際, 10810 .-- 11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178-2-9 ( 平 裝 )
NT$300
1.指甲 2.美容 425.6

魅力進化論 : 打造零缺點無負評的
氣質女神 / 高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16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0-7 (平裝) NT$250
1.美容 2.生活指導 425

清新又可愛雙色刺繡圖案&小物集 /
樋口愉美子作 ; 許倩珮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4-6
(平裝)
1.刺繡 2.手工藝 3.圖案 426.2

徒手燃脂聖經 b-monster 居家塑身指
南 : 只要 45 分鐘消耗 1000 大卡 / bmonster 監修 ; 陳燕華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398-5
(平裝)
1.塑身 2.健身運動 425.2

最簡單易懂的基礎刺繡全書 / 日本
成美堂出版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812 .-- 112 面; 28 公分 .- (愛手作 ; 29) .-- ISBN 978-957-207786-3 (平裝) NT$42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美髮. IV / 宋英姬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群英出版, 108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27-9-9 (平
裝)
1.美髮 2.髮型 425.5
女子美髮乙級技術士檢定用書 / 曾
素美等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 10811 .-- 172 面; 26 公分 .- (技能叢書. 美髮類) .-- ISBN 978957-9119-54-2 (平裝) NT$680
1.美髮 2.問題集 425.5022
女子美髮丙級技術士檢定用書 / 曾
素美, 李淑如, 世紀精緻團隊講師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11 .-- 152 面; 26 公分 .-- (技能叢
書. 美髮類) .-- ISBN 978-957-9119-559 (平裝) NT$680
1.美髮 2.問題集 425.5022
男子理髮乙級技術士檢定用書 / 廖
世雄, 世紀沙龍團隊講師編著 .-- 初

簡單&實用,初學縫紉也 ok! : 全圖解
日常包&手作服裁縫特集 / 臺灣喜佳
(股)師資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812 .-- 104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37) .-- ISBN 978-986302-520-7 (平裝) NT$580
1.縫紉 2.手工藝 426.3
風工房精選手織服&小物 : 打造輕柔
暖意的時尚衣櫥 / 風工房著 ; 彭小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1 .-- 96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66) .-- ISBN 978-986-302-518-4 (平裝)
NT$45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清新又可愛!有設計感の水引繩結飾
品 / mizuhikimie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811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01) .-- ISBN 978-957-9623-45-2 (平裝)
NT$320
1.編結 2.手工藝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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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愛爾蘭 : 艾倫花樣手織服 / 日本
VOGUE 社編著 ; 林麗秀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0 .-- 120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39) .-- ISBN
978-986-302-517-7 (平裝) NT$38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32 : 2019 流
行色與包款 x 白領必備公事包 x 經
典壓紋包款 x 招財開運布包雜貨 /
Cotton Life 編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飛天手作, 10811 .-- 120 面; 28 公
分 .-- (玩布生活 ; 32) .-- ISBN 978986-96654-7-6 (平裝) NT$320
1.手工藝 426.7
Patchwork 拼布教室. 16 : 秋日的可愛
收穫,小巧出眾の拼布隨身包特集 /
BOUTIQUE-SHA 授權 ; 瞿中蓮, 彭小
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811 .-- 112 面 ; 30 公 分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16) .-- ISBN
978-986-302-516-0 (平裝) NT$3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每一日都想背的後背包 / LuLu 彩繪
拼布巴比倫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812 .-- 112 面; 26 公分 .- (愛手作 ; 28) .-- ISBN 978-957-207775-7 (平裝) NT$42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秀惠老師的質感好色手縫拼布包 /
周秀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
文化,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拼
布 Garden ; 14) .-- ISBN 978-986-302519-1 (平裝) NT$5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粉 領族的生 活手作 包 / 張惠如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716-5-8 (平裝)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蘿菈的時尚手作包 / 蘿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8911-2 (平裝) NT$45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一線十年 : 纏花創作聯展作品集 / 黃
珮萱文字.攝影 .-- 新竹縣竹北市 : 黃
珮萱, 10811 .-- 144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57-43-7122-8 ( 平 裝 )
NT$500
1.花飾 2.手工藝 3.作品集 426.77

娃娃的沙龍 : 童話故事 / 崔智恩等
作 ; 陳采宜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 108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24-9 (平裝) NT$42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邊吃邊說四十年 / 魚夫著 .-- 初版 .-臺北市 : 圓神, 10812 .-- 240 面; 21 公
分 .-- (圓神文叢 ; 265) .-- ISBN 978986-133-703-6 (平裝) NT$300
1.飲食 2.文集 427.07
1500 張實境照!料理不失敗 10 堂關
鍵必修課 : 世界金牌主廚圖解 100
道家常菜烹調工法與美味祕訣,中餐
丙 級考試必 備 / 開平餐飲基金會
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812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50-2 (平裝) NT$480
1.食譜 2.烹飪 427.1
大 熊家餐桌 的暖心食 刻 / 陳于媃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陳于媃,
108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4-9 (精裝) NT$499
1.食譜 2.烹飪 427.1
直接上桌的漂亮烤盤料理 / 上島亞
紀作 ; 江宓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遊廚房 ;
37) .-- ISBN 978-957-8472-84-6 (平裝)
1.食譜 427.1
真味.究極 / Michelle Tchea 著 ; 葉妍
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8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5-1-1 (精裝) NT$1200
1.食譜 2.烹飪 427.1
家庭西餐 / 楊塵著 .-- 初版 .-- 新竹縣
竹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室, 10812 .-312 面; 23 公分 .-- (楊塵私人廚房 ;
3) .-- ISBN 978-986-94169-7-9 (平裝)
NT$400
1.食譜 427.1
愛上微電鍋 100 天美味提案 : 只要
輕鬆一按,搞定零失敗 50 道料理 / 肉
桂打噴嚏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1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22-9 ( 平 裝 )
NT$380
1.食譜 427.1
廚娘素瓊. 綠本 / 黃素瓊作 ; 夏凱妮
法文譯 .-- 再版 .-- 高雄市 : 黃素瓊,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 中法對

照 .-- ISBN 978-957-43-6851-8 (平裝)
NT$400
1.食譜 427.1
簡單上手早午餐 : 假日的 90 道美味
料理食光 / 席正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石數位, 10811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433-0 (平裝)
1.食譜 427.1
神田裕行的日本家常菜 / 神田裕行
作 ; 邱婉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其書房, 10810 .-- 183 面; 23 公分 .-(遊廚房 ; 36) .-- ISBN 978-957-847283-9 (平裝)
1.食譜 2.日本 427.131
「Bluff Bakery」名店麵包配方の家
庭研究室 / 榮德剛, 高橋雅子作 ; 洪
沛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81-4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烘焙前置作業」3 堂課做出誘人
甜點蛋糕 / 熊谷裕子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80-7 (平
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卡哇伊一口小饅頭 : 約 6 公分大小,
簡單、好做、萌翻天的 40 款立體造
型小饅頭 / 王美姬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 10811 .-- 160 面; 24 公
分 .-- (Cook ; 50192) .-- ISBN 978-98697710-9-2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2.饅頭 427.16
玄綺的玩藝蛋糕 / 林芝玄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活 ; 36) .-ISBN 978-957-9065-30-6 ( 平 裝 )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來自在地麵包坊 : 54 款「天然酵母、
可頌丹麥、吐司、法棍、歐包、點
心」麵包食譜,地方媽媽都說好吃! /
蔡忠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帕斯頓
數位多媒體, 10901 .-- 240 面; 26 公
分 .-- (頑味 ; 65) .-- ISBN 978-9578628-48-9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風華再現 90 道古早味點心 / 呂鴻禹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8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54-4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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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心食譜

427.16

超萌人氣造型棒棒糖蛋糕 : 免特殊
烤模、作法超簡單,送禮、開 party、
接單必備 / 桔梗有香子著 ; 王偉婷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教育之友文化,
10812 .-- 96 面; 21 公分 .-- (美味人生 ;
16) .-- ISBN 978-986-5783-85-3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圖解烘焙零失敗 / 朴貞美作 .-- 新北
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0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3-5397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韓式裱花技法寶典 / 阿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811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53-7 (平裝) NT$560
1.點心食譜 427.16
MASA 的樂樂便當 : 廚房新手快樂
輕鬆學 123 道美味便當菜 / 山下勝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83-75-4
(平裝)
1.食譜 427.17
日高良實的「ACQUA PAZZA」 / 日
高良實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境文化, 10812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42-0-1 (平
裝) NT$450
1.海鮮食譜 2.義大利 427.25
蔬菜水果乾料理實驗室 / 濱田美里
作 ; 邱顯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 10811 .-- 12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401-378-4 ( 平 裝 )
NT$350
1.蔬菜食譜 427.3
行單 : 珍珠瑪瑙下廚房 / 慧專法師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68-4-2 (平裝) NT$320
1.素食食譜 427.31
田口護的咖啡方程式 : 咖啡之神與
科學博士為你解開控制「香氣」與
打造「目標味道」之謎 / 田口護, 旦
部幸博著 ; 黃薇嬪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210-4 ( 平 裝 )
NT$420

1.咖啡

427.42

世 界 咖 啡 之 旅 / 孤 獨 星 球 (Lonely
Planet)作 ; 陳依辰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0810 .-- 272 面; 23 公分 .-(Guide book ; 619) .-- ISBN 978-986443-937-9 (平裝) NT$550
1.咖啡 2.咖啡館 427.42
嚴選雞尾酒手帖 / 渡邊一也監修 ; 沈
俊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82-1 (平裝) NT$350
1.調酒 427.43
就是這一味 滷味祕技大公開 / 劉政
良, 楊華志, 李哲松作 .-- 新北市 : 人
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0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1-0 (平
裝) NT$250
1.調味品 2.食譜 427.61
媽媽,我記得你 : 超神奇「胎內記
憶」,觸動百萬媽媽的心 / 池川明作 ;
連雪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親子
田系列 ; 38) .-- ISBN 978-986-507067-0 (平裝) NT$300
1.育兒 2.懷孕 3.嬰兒心理學 428
實證泌乳全科學. I / 王淑芳等編著 .- 花蓮縣吉安鄉 : 維兒國際, 10812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42-0-8 (平裝)
1.母乳餵食 2.泌乳 428.3
幫孩子打好睡眠基礎 : 30 條黃金守
則,幫助 2~8 歲孩子從容入睡,許全家
一個充分休息的夜晚 / 菲德莉克.寇
爾.蒙太古(Frédérique Corre Montagu)
作 ; 張喬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地
平線文化,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811 .-- 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393-0-3 ( 平 裝 )
NT$230
1.育兒 2.睡眠 428.4
150 個蒙特梭利遊戲教戰手冊,培養
獨立、自信又快樂的孩子 / 希樂薇.
德絲克萊博(Sylvie d’Esclaibes), 諾
雅米.戴斯雷伯(Noémie d’Esclaibes)
合著 ; 許少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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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好家教 ; SH0160) .-- ISBN
978-986-5752-83-5 (平裝) NT$48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8

教出好規矩 : 正確的聆聽與理解,幫
助 2~8 歲孩子建立行為界線,達成良
性的親子互動 / 妮娜.巴代伊(Nina
Bataille)作 ; 張喬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地平線文化,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695-9-7 (平裝)
NT$23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子女教育
428.8

*友善耕作與可食地景紀實 / 王心慧
等作 ; 鄭瑞壬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新楊平社
區大學, 10810 .-- 112 面; 30 公分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系列叢
書)(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系列叢
書) .-- ISBN 978-986-95836-2-6 (平裝)
NT$300
1.農村教育 2.永續農業 3.社區大學
430.31

蒙特梭利教養進行式 : 園長媽媽的
43 個正向教養解方 / 何翩翩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304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56) .-- ISBN 978-957-503-520-4 (平裝)
NT$38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8

三農史志 : 歷代農業與土地制度 / 邢
建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2-5
(平裝) NT$200
1.農業史 2.土地制度 3.中國 430.92

好色醫學必修 32 堂課 / 劉育志, 白
映俞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4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62-404-3 (平裝) NT$480
1.性知識 2.性醫學 429.1

農業
東部生態農業 : 台灣農業環境教育
指南 / 孫正華等著 ; 林美慧, 藍雅萍
主編 .-- 第一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農
委會花蓮農改場, 10812 .-- 134 面; 26
公分 .-- (農田知識家)(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專刊 ; 168) .- ISBN 978-986-5440-21-3 ( 平 裝 )
NT$60
1.有機農業 2.環境教育 3.永續發展
430.13
友善食材職人誌 / 108 年新學校午餐
創新推動計畫編著 .-- 臺南市 : 成大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108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8-2-7
(平裝)
1.永續農業 2.營養午餐 3.文集
430.1307
農業氣象觀測及應用手冊 / 申雍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環境保育
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10810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59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98378-6-6 (精裝) NT$500
1.農業氣象 2.氣象觀測 430.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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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春秋 : 農學歷史與農業科技 / 李
姍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0-1
(平裝) NT$200
1.農業史 2.中國 430.92
種植細說 : 古代栽培與古代園藝 / 唐
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117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8-6 (平裝)
NT$200
1.農業史 2.栽培 3.中國 430.92
從土裡栽種品牌 : 用設計師思維種
出萬人排隊番茄的品牌故事 / 元承
憲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遠足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Top ; 4) .-- ISBN 978-98698149-4-2 (平裝) NT$380
1.農業經營 2.有機農業 3.品牌行銷
431.21
原農百工 : 花蓮部落農事達人群像.
I / 花蓮縣政府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府, 10812 .-- 201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04-1 (平裝)
NT$300
1.農民 2.農業經營 3.人物志 431.4
水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
報告. 107 年度 / 徐慈鴻, 黃鎮華總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藥毒所,
10810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19-0 (平裝) NT$450
1.農藥 2.檢驗 3.水果 433.73
蔬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
報告. 107 年度 / 徐慈鴻, 黃鎮華總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藥毒所,

108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18-3 (平裝) NT$550
1.農藥 2.檢驗 3.蔬菜 433.73
溫網室搭建要點及抗風措施 / 楊清
富等作 .-- 臺南市 : 農委會臺南農改
場, 10810 .-- 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15-2 (平裝) NT$70
1.農作物 2.栽培 3.農業設施 434.2
安全樂活農業新契機 : 「安全機能
性產品產業價值鏈之優化整合與加
值推動」計畫成果專刊 / 丁文彥等
作 ; 楊佐琦, 李雅琳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10810 .-115 面; 30 公分 .-- (農業試驗所特
刊) .-- ISBN 978-986-5440-17-6 (平裝)
NT$220
1.農產品 2.農業經營 3.文集
434.207
圳流百年 : 嘉南大圳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 /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
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言無盡
系列 ; 2) .-- ISBN 978-986-95367-5-2
(平裝) NT$400
1.農業水利 2.水利工程 3.臺灣
434.257
*土石流年報. 107 年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編著 .-- 南投市 : 農
委會水保局, 10809 .-- 15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0-12-1 (平裝)
NT$700
1.土石流 2.土石流防災 434.273
植物品種權年鑑. 107 年 / 安志豪, 劉
明宗, 鍾文全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
市] : 農委會種苗場 ; [南投市] : 農委
會農糧署 ; [臺中市] : 中華種苗學會,
10811 .-- 193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40-11-4 (平裝)
NT$500
1.植物育種 2.品種 3.植物圖鑑
434.287058
種苗產業發展歷程及未來展望研討
會暨臺灣種苗 30 年回顧紀念專欄專
刊. 2019 / 文紀鑾等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中華種苗學會, 10810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81-8-4 (平裝)
1.植物育種 2.品種 3.文集
434.28707
蔬果花草共生祕訣 / 木嶋利男作 ; 元
子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79-1 (平裝) NT$350
1.蔬菜 2.果樹類 3.植物 4.栽培
435.2
台灣仙履蘭協會授獎紀錄. 二 / 林原
任等編 .-- 臺南市 : 臺灣仙履蘭協會,
10810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798-6-0 (平裝) NT$1200
1.蘭花 2.花藝 435.431
親手打造一坪大的森林系陽台花園 /
主婦與生活社著 ; 亞緋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
智文化發行, 10811 .-- 96 面; 30 公
分 .-- (綠庭美學 ; 6) .-- ISBN 978-98698112-3-1 (平裝) NT$380
1.庭園設計 2.造園設計 435.72
一起到森林散步 : 溪頭自然教育園
區環境教育解說手冊 / 王介鼎等編
著 .-- 二版 .-- 南投縣竹山鎮 : 臺大實
驗林管理處, 108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02-5 (平裝)
NT$500
1.森林生態學 2.環境教育 3.解說 4.
南投縣鹿谷鄉 436.12
種畜禽品種圖鑑 / 陳志毅等撰稿 .-臺南市 : 農委會畜試所, 10811 .-- 166
面; 30 公分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
產 試 驗 所 專 輯 ) .-- ISBN 978-9865440-25-1 (平裝) NT$450
1.家畜育種 2.家禽育種 3.動物圖鑑
437.13025
小動物急診重症外科圖譜手冊 : 不
可不知小動物外科 100 案例 呵護寵
眾/健康毛孩 / 陳志宏, 趙安基聯合編
著 .-- 臺中市 : 台灣動物保健協會,
1081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84-2-6 (精裝)
1.獸醫學 2.急診醫學 3.病例 437.2

用食療保養愛犬的身心健康 / 日本
動物保健協會監修 ; 蔡昌憲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 208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89) .-- ISBN 978986-443-940-9 (平裝) NT$350
1.犬 2.寵物飼養 3.營養 437.354
喵星人管家業務日記 : 知名網路漫
畫家和愛貓的搞笑日常 / 金惠主圖/
文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8) .-- ISBN 978-986-98234-2-5 (平
裝)
1.貓 2.寵物飼養 437.364
貓奴的我不推薦養貓の 11 個理由 :
完全揭曉貓咪真面目! / 響介著 ; 何
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8-4 (平裝)
1.貓 2.寵物飼養 437.364
貓咪家庭醫學大百科. 2019 / 陳千雯,
林政毅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548-4 (平裝) NT$520
1.貓 2.疾病防制 437.365
觀 賞魚類常 見疾病防 治 / 黃旭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畜衛
驗所, 10810 .-- 200 面; 30 公分 .-- (水
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 ;
21) .-- ISBN 978-986-5440-20-6 (平裝)
NT$940
1.魚產養殖 2.疾病防制 438.51
鰻魚資源與放流之研究 / 楊順德等
著 .-- 基 隆 市 : 農 委 會 水 試 所 ,
10810 .-- 128 面; 30 公分 .-- (水產試
驗所特刊 ; 第 27 號) .-- ISBN 978986-5440-14-5 (平裝) NT$240
1.魚產養殖 2.鰻 438.661

寵物醫師臨床手冊 / 林政毅等作 .-第三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 10811 .-5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1-5 (平裝)
1.獸醫學 2.診斷學 437.2

世界孔雀魚寶典 / 林安鐸主編 .-- 新
北市 : 魚雜誌,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7406-1-6 (第 1 冊:精裝) .-ISBN 978-986-97406-2-3 (第 2 冊:精裝)
1.養魚 438.667

我們都要好好的 : 無人知曉的獸醫
現場 / 陳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貓流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34-6-4 (平裝) NT$380
1.獸醫師 2.通俗作品 437.28

認識錦鋰 / Aqua Net 編著 ; Aqua Pets,
周旭明, 中華民國錦鯉協會攝影 .-初版 .-- 臺北市 : 展新文化出版 : 翊
鑫開發發行, 10810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167-1-0 (精裝)
NT$380
1.養魚 2.動物圖鑑 438.667

愛犬的全方位食材事典 : 鮮食與藥
膳的完美呈現 144 種食材完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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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工程數學 / 林詩瑀編著 .-- 第二版 .-新北市 : 大揚, 10811 .-- 2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99-934-6 (平裝)
NT$300
1.工程數學 440.11
發明簡史 / 泰瑞.布雷文頓著 ; 林捷
逸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圖說歷
史 ; 56) .-- ISBN 978-986-178-504-2
(平裝) NT$550
1.發明 2.歷史 3.百科全書 440.6
Inventor 3D 立體製圖設計高手 / 陳
俊 鴻 作 .-- 新 北 市 : 易 習 圖 書 ,
10811 .-- 5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1-3 (平裝)
1.工程圖學 2.電腦軟體 440.8029
推管掘進機設備與操作實務 / 倪至
寬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810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528-6 (平裝) NT$550
1.工程地質學 2.下水道 3.土木工程
441.103
國定古蹟瓊林蔡氏祠堂 : 大厝房十
世宗祠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黃天浩
主持 .-- 第一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縣文化局, 10810 .-- 7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7-5 ( 平 裝 )
NT$900
1.家廟 2.宗祠建築 3.古蹟修護 4.福
建省金門縣 441.41
國定古蹟瓊林蔡氏祠堂 : 前庭房六
世宗祠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黃天浩
主持 .-- 第一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縣文化局, 10810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6-8 ( 平 裝 )
NT$900
1.家廟 2.宗祠建築 3.古蹟修護 4.福
建省金門縣 441.41
雲林縣歷史建築原大埤鄉農業信用
組合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陳拓男計畫主持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10810 .-- 3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5-02-9 (平裝)
1.公共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雲林縣大埤鄉 441.41
豐盛樂齡 :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一輯
/ 真識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策
馬天下國際文化, 1081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3-2 (精
裝) NT$780
1.房屋建築 2.安養機構 3.高齡化社
會 441.434
歷史建築「臺中支局葉菸草再乾燥
場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景
雅琦計畫主持人 ; 李智富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處,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14-184 (全套:平裝) NT$2000
1.菸草工業 2.工廠 3.歷史性建築 4.
古蹟修護 5.臺中市 441.489
施工圖學 : 建築與結構施工圖的繪
製原理與應用 / 許玉明著 .-- 初版 .-臺北市 : 詹氏, 10810 .-- 4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05-593-4 (平裝)
NT$480
1.建築工程 2.工程圖學 441.521
裝潢預算自己顧,我的第一本發包工
程精算書 : 破解費用陷阱 x 擅用工
法選材,看懂估價單,裝修就成功 / 漂
亮家居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1 .-- 206 面; 23 公分 .-(Solution ; 118) .-- ISBN 978-986-408545-3 (平裝) NT$399
1.施工管理 2.建築材料 3.室內設計
441.527
3D 圖解室內裝修木作施工實務 / 鐘
友待, 鐘仁澤作 .-- 再版二刷 .-- 高雄
市 : 鐘友待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
銷, 10810 .-- 7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9-7 (平裝) NT$285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3.室內設計
441.553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
大範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方鳳玉
計畫主持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
處, 10811 .-- 10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25-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5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中市 441.595
圖解建築設備練習入門 / 原口秀昭
著 ; 陳曄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2 .-- 344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書 ; F11048) .-- ISBN 978986-235-788-0 (平裝) NT$420
1.建築物設備 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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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的國度 : 穿越古今的著名橋樑 / 齊
志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6-8
(平裝) NT$350
1.橋樑 2.歷史 3.中國 441.8
水利古貌 : 古代水利工程與遺蹟 / 衡
孝芬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5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6-0
(平裝) NT$400
1.水利工程 2.中國 443.092
走讀戲遊探水圳 : 坪頂新圳 170 年
暨登峰圳 110 年紀念手冊 / 楊人蔭
總主筆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市七
星生態保育基金會出版 : 台北市七
星農田水利會, 10810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81-0-8 (平裝)
NT$300
1.水利工程 2.文化資產保存 3.臺灣
443.0933
AutoCAD 機 械 製 圖 設 計 高 手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811 .-- 6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63-7 (平裝)
1.AutoCAD(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
機械設計 4.電腦輔助設計
446.19029
電工法規 / 黃國軒, 陳美江編著 .-十 二 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10811 .-- 6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92-0 (平裝)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電子學(進階應用) / Thomas L. Floyd
原著 ; 楊棧雲, 洪國永, 張耀鴻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1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94-4 (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子學 448.6
電路板與載板術語手冊 / 白蓉生編
著 .-- 桃園市 : 臺灣電路板協會,
10810 .-- 7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829-8-4 (平裝) NT$3000
1.印刷電路 2.術語 448.6204
可程式控制實習 : 西門子 SIMATIC
S7-1200 / 賴祐炯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文笙, 10810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97-185-7 (平裝)
NT$400
1.自動控制 448.9

STRAWBOTICS 吸管機器人創意設
計 : 學機構設計與機電整合原理 / 賴
鴻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811 .-- 16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455-960-2 (精裝)
1.機器人 2.機構學 3.電腦輔助設計
448.992029
創意設計 : 用吸管機器人學機構設
計與機電整合原理 / 賴鴻州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0 .-- 152 面; 21x28.1 公分 .-ISBN 978-986-455-930-5 (平裝)
1.機器人 2.機構學 3.電腦輔助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綠色國民所得帳編製報告(環境與經
濟帳). 民國 107 年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南投市] : 主計總處, 10812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3-16-1 (平裝) NT$300
1.環境監測 2.環境經濟學 3.國民所
得統計 445.9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5-3-5 (平裝) NT$999
1.食品工業 2.食物 463
世界精釀啤酒之旅 / 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作 ; 李天心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1 .-- 272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620) .-- ISBN
978-986-443-945-4 (平裝) NT$550
1.啤酒 2.酒業 463.821

製造
Arduino 輕鬆學 / 郭再興編著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84-5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用 micro:bit+Python 寫程式當創客 :
培養 STEAM 創作能力 / 李啟龍, 林
育安, 詹庭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4-0 (平裝)
1.微電腦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中國大陸生態與環保政策法規實務
手冊 / 姜志俊, 陳文孝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陸委會, 10810 .-- 34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3-18-5
(平裝) NT$250
1.環境保護 2.法規 3.中國 445.99

物聯網 實戰 : 使用樹莓 派
/Arduino/ESP8266/Python/Node-RED
打造安全監控系統 / 林聖泉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1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36-9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環境刑法之適用疑義 : 以日月光公
司排放毒廢水至後勁溪案件為例 /
吳明駿撰寫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
地檢署, 10810 .-- 10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5424-08-4 (平裝)
1.水汙染防制 2.廢棄物處理 3.法規
445.99

嘉義市木業工匠人才清查計畫結案
報告 / 陳逸君計畫主持 .-- 初版 .-- 嘉
義市 : 嘉市府, 10810 .-- 27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24-07-7 (平裝)
1.木工 2.工匠 3.木材工業 4.嘉義市
474

應用化學；化工
化學歷程 : 化學歷史與化學科技 / 方
士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5-1
(平裝) NT$200
1.化學工業 2.歷史 3.中國 460.092
奢食.集萃 : 50 項世界末日前必吃的
夢幻食材 X24 個備受大師禮讚的一
流生產著 / 丸岡武司著 ; 賴惠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811 .-

紙版墨色工 : 好設計要落地:印刷設
計手冊 / 王炳南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5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77-7 (裸背
線膠裝) NT$850
1.印刷 2.平面設計 477
為什麼印出來跟你想的不一樣? : 設
計師一定要懂的印前設定知識 / 井
上のきあ著 ; 謝薾鎂譯 .-- 臺北市 :
旗標, 10810 .-- 20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12-611-9 ( 平 裝 )
NT$520
1.數位印刷 2.平面設計 3.電腦排版
47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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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紡工業 : 歷代紡織與印染工藝 / 蒲
永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0-0
(平裝) NT$200
1.纖維工業 2.紡織業 3.印染 4.歷史 5.
中國 478.92
機動戰士終極檔案 RX-78 鋼彈 / GA
Graphic 作 ; 蔡世桓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1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01-52-1 (平
裝) NT$38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19-2020 / 經濟部
商業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經濟部商業司, 1081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3-8003-2
(平裝) NT$1500
1.商業 2.服務業 3.年鑑 480.58
怡香茶園園誌 / 李欽德作 .-- 再版 .-苗栗縣苗栗市 : 李欽德, 10810 .-- 2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68679 (精裝) NT$1800
1.怡香茶園 2.茶葉 3.製茶 481.6
廣告人說茶中江湖 : 中國茶市場面
面觀 / 黃大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1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0-8 (平裝) NT$300
1.茶葉 2.製茶 3.文集 4.中國
481.607
甜味的流轉 : 從「場」到「所」-日
治臺灣糖業研究機構與人員之變遷 /
沈聰傑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沈聰傑,
10811 .-- 20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7-0 (平裝) NT$250
1.糖業 2.歷史 3.臺灣 481.80933
養殖史話 : 古代畜牧與古代漁業 / 張
學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5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9-3
(平裝) NT$200
1.畜牧業 2.漁業 3.中國 483.1
餐飲服務技術 / 王鈺婷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810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776-7-4 (下冊:平裝)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餐飲經濟學 : 日常餐飲現象中的經
濟學 / 賈岷江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0811 .-- 26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6-0
(平裝) NT$450
1.餐飲業 2.商業經濟 483.8

溫柔中的強韌 :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
公會 70 週年紀念專書 / 劉麗惠等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針織工業
同業公會, 1081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6-0-6 (精裝)
1.臺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488.06

5G 新時代! : 5G 如何改變世界? / 項
立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風格司
藝術創作坊, 10811 .-- 2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697-54-6 (平裝)
NT$360
1.無線電通訊業 2.資訊科技 3.產業
發展 484.6

時尚生存戰 : 從 AI、二手市場、智
慧購物,打造線上線下銷售快狠準的
獲利模式 / 齊藤孝浩著 ;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813 (平裝) NT$340
1.服飾業 2.網路行銷 3.行銷策略
488.9

互聯網時代下的泛娛樂行銷 : 風口.
藍海.運籌 / 謝利明, 袁國寶, 倪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5-4 ( 平 裝 )
NT$350
1.網路產業 2.網路行銷 3.產業發展
484.6
後 Google 時代 : 大數據的沒落與區
塊鍵的興起 / 喬治.吉爾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1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432-3 (平裝)
1.科技業 2.網路科技 3.電子商務 4.
產業發展 484.6
網紅養成手冊 : 內容行銷 x 拍攝技
巧 x 廣告收入 / 染谷昌利, 木村博史
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5-6 (平裝)
1.網路產業 2.網路社群 3.網路經濟
學 484.6
閱讀職人帶路的日本特色書店 : 從
北海道到沖繩的全日本在地書店
182 選,獨立書店、二手書店、複合
式書店、書店住宿等等 / 荒井宏明
等作 ; 楊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83-78-5 (平裝) NT$450
1.書業 2.日本 487.631
見證狂飆的年代 : <<大學雜誌>>20
年內容全紀錄(1968-1987) / 陳達弘策
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81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33-6-6 (平裝) NT$500
1.出版業 2.歷史 487.78933

房務實務. 下 / 林雅鈺, 謝翠芳, 蘇芳
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810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776-8-1 (下冊: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 決定餐旅企
業高品質高獲利的隱形功臣 / 洪士
峰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812 .-- 4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44-4 (平裝)
1.餐旅管理 2.採購管理 3.成本控制
489.2
旅館資訊系統應用師 : 前檯模組德
安資訊 / 陳榮華, 王文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5-7
(平裝)
1.旅館業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489.2029
殯葬禮儀 : 理論與實務 / 陳繼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05 (平裝) NT$400
1.殯葬業 489.66

商學
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經驗研究 :
基於家族涉入視角的分析 / 周立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62-9 ( 平 裝 )
NT$450
1.企業社會學 2.家族企業 3.中國
490.15
不只是金融商品 : 區塊鏈技術用程
式碼實作 / 黃連金等著 .-- 二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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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9-0 (平
裝) NT$580
1.電子商務 2.金融資訊安全 490.29
智慧商務導論 / 蔡坤穆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1 .-4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72-2 (平裝) NT$540
1.電子商務 490.29
新媒體行銷 / 周麗玲, 劉明秀編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0 .-- 422 面; 23x17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9-2 (平裝)
NT$650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490.2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2, 用堅
持與毅力突破人生 / 林玉卿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0810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997-9-2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7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0810 .-- 2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002-6-9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足跡事蹟軌跡. 八 / 心想文化作 .-初版 .-- 臺北市 : 心想文化創意,
10811 .-- 198 面; 23 公分 .-- (心享系
列叢書 ; 8) .-- ISBN 978-986-97003-75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英文商務書信範例&應用 / Michelle
Whitte 著 ; 羅慕謙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7-5 (20K
精裝)
1.商業書信 2.商業英文 3.商業應用
文 493.6
*區塊鏈會計 / 陳志誠, 陳兆伸, 田種
楠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鼎鑫策略
管理顧問, 108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6-0-2 ( 平 裝 )
NT$520
1.會計資訊系統 2.網路科技
495.029
中級會計學 / 徐惠慈著 .-- 5 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華, 10810 .-- 8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85-8 (下
冊:平裝)
1.中級會計 495.1

Google AdSense 完全活用教本 : 選題
X 策略 X 穩定獲利打造權威網站 /
早川修等著 ;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5-3 (平
裝)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廣告 4.
網路社群 496

讓粉絲剁手指也要買的 23 個行銷技
巧 : 只要抓住 1000 個「愛你狂粉」,
就能產生暢銷的連鎖效應! / 尹佳晨,
關東華, 鄭彤編著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Biz ; 73) .-- ISBN 978-957-8710-47-4
(平裝) NT$260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496

*內容感動行銷 : 用 FAB 法則套公
式,「無痛」寫出超亮點! / 鄭緯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45-0 (平裝) NT$320
1.網路行銷 2.行銷策略 496

*動感.感動 : 2019MIT 臺灣金選 / 蘇
于修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810 .-- 14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6-3 (平裝) NT$300
1.產品 2.臺灣 496.1

市場培育與拓展 / 馮婕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1-3 (平裝) NT$350
1.行銷學 496
行銷策劃實務 / 孫在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6-9 (平裝) NT$380
1.行銷策略 2.策略規劃 496

品牌策略與管理 / 邱志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1 .-- 348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235-6 (平裝) NT$450
1.品牌 2.行銷策略 496.14
圖解品牌學 / 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0812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73-0 (平裝)
NT$400
1.品牌 2.品牌行銷 496.14

現代市場學 / 王誼, 於建原, 張劍渝
主編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8-2 ( 平 裝 )
NT$550
1.行銷學 496

80/20 法則做行銷,業績變百倍 : 全美
最優行銷大師做更少、賺更多的袐
密 / 裴利.馬歇爾(Perry Marshall)著 ;
李芳齡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李茲文
化, 10811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595-6-7 (平裝) NT$320
1.銷售管理 496.5

連賈伯斯都想學的非理性行銷 : 廣
告教父教你動搖人心 7 堂課,激起顧
客的「購物衝動」! / 川上徹也著 ;
黃立萍譯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10-50-4 (平裝) NT$290
1.行銷學 496

高獲利訂價心理學 : 漲價賣到翻,低
價照樣賺!一本搞懂消費者行為 / 永
井孝尚著 ; 賴惠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心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Skill ; 5) .-- ISBN 978-98698338-0-6 (平裝) NT$350
1.價格策略 2.行銷心理學 496.6

圖解通路管理 / 戴國良著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26-0 (平裝)
NT$380
1.行銷學 2.行銷通路 496

中國物流管理案例與實訓 / 夏文匯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6-8 ( 平 裝 )
NT$350
1.物流管理 2.物流業 3.個案研究 4.
中國 496.8

機率思考的策略論 : 從消費者的偏
好,邁向精準行銷,找出「高勝率」的
策略 / 森岡毅, 今西聖貴著 ; 江裕真,
梁世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1 .-- 328 面; 23 公分 .-- (經營
管理 ; 159) .-- ISBN 978-986-97836-68 (平裝) NT$550
1.行銷學 2.行銷策略 3.機率論 496

爆棚文案煉金術 : 打造業績狂飆的
神級爆文 / 陳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 10811 .-- 272 面; 21 公
分 .-- (Unique ; 43) .-- ISBN 978-9579054-44-7 (平裝) NT$32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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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熱銷 1 千句 : 讓人秒買的文案
撰寫術 / 堀田博和著 ; 張萍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778-89-5 (平裝) NT$32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3.行銷
497.5
The Wal-Mart way : 全球最大零售業
龍頭成功的祕訣 / 唐.索德奎斯著 ;
李振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
化, 10811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1-6 (平裝) NT$460
1.沃爾瑪百貨公司(Wal-Mart (Firm)) 2.
零售商 3.連鎖商店 4.企業管理
498.2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 學科&筆試.
109 年版 / 楊潔芝, 楊麗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4-9 (平裝)
1.商店管理 498.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
POS 系統). 109 年版 / 楊潔芝, 楊麗
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2-5 (平裝)
1.商店管理 498.6
品牌市集/優良市集/樂活名攤精選.
2019 年 / 陳惠芳, 傅詩蘋, 邱迎瑄執
行編輯 .-- 1 版 .-- 南投市 : 經濟部中
辦室, 10811 .-- 8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5442-17-0 (平裝)
1.市場 2.攤販 3.臺灣 498.7

企業管理
50 則非知不可的管理學概念 / 愛德
華羅素-沃林(Edward Russell-Walling)
著 ; 榮泰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812 .-- 21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9-1 (平裝)
1.管理科學 494
工業管理與行銷 / 劉金文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810 .-- 3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90-1 ( 平 裝 )
NT$500
1.工業管理 494
企業管理(含大意) / 陳金城編著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278-7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故事溝通力 : 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
微軟、NASA、花旗銀行、時代雜誌、
華府智庫爭相學習 / 安奈特.西蒙斯
(Annette Simmons)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View ;
10) .-- ISBN 978-986-98151-3-0 (平裝)
NT$380
1.企業管理 2.說故事 3.應用心理學
494
孫子兵法商學院 : 比爾蓋茲必讀推
薦、哈佛商學院必修,日本 No.1 東
洋思想家 30 年企業顧問破譯職場生
存智慧 / 田口佳史著 ; 涂祐庭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256 面; 21 公
分 .-- (野人家 ; 4139) .-- ISBN 978986-384-392-4 (平裝)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企業管理 4.
謀略 494
*敏捷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
務 : 邁向敏捷成功之路 / 許秀影著 .- 三版 .-- 新北市 : 中華專案管理學
會, 10810 .-- 3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4698-4-6 (平裝) NT$500
1.專案管理 494
創新與發展 / 周小其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3-7 (平裝) NT$580
1.企業管理 2.創意 494
傳承 : 可持續之鑰 / 佘日新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信 德 管 理 顧 問 ,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10-1-7 (平裝)
1.家族企業 2.企業經營 3.永續發展
494
管理的常識 : 讓管理發揮績效的 8
個基本概念 / 陳春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2-8 (平裝) NT$450
1.企業管理 494
管理學 / 蔣希眾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0811 .-- 31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7-7 (平裝) NT$380
1.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原理 / 徐中和, 張建濤主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2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4-5 (平裝) NT$320
1.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原理 / 那薇, 周洪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63-6 (平裝) NT$380
1.管理科學 494
一流自雇者的時間管理術 : 打敗拖
延症,每天只做 7 件事! / 戴蒙.札哈里
斯(Damon Zahariades)著 ; 劉奕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發行,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51-5-4 (平裝)
NT$340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494.01
決定版.時間管理學 / 蒼井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1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1-8-3 (平裝)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494.01
高效工作力 : 東大律師教你快、狠、
準的 50 個工作撇步 / 鬼頭政人著 ;
鄒玟羚,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7-7 (平裝)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優化法則.改寫工作效率的聰明公式 :
行程管理 X 文件收納 X 備忘絕竅 X
情報蒐集 X 人際溝通,全方位啟動
160 個工作力加分法則 / 中島孝志
作 ; 劉姍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191-9 (平裝)
1.工作效率 2.職場成功法 494.01
經濟管理實驗教學平臺建設研究 /
羅勇, 東奇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0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61-2
(平裝) NT$380
1.管理經濟學 2.教學研究 494.016
北商大學術論壇. 2019 第十八屆 : 國
際經營與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
理系(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管理學
院國際商務系(所)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北商業大學, 10812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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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54-03 (平裝附光碟片) NT$800
1.國際企業 2.企業管理 3.文集
494.07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
論文集. 2019 / 美和科技大學經營管
理學院主辦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
鄉 : 美和科大出版 : 美和科大經營管
理學院發行, 10810 .-- 28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486-28-9 (平裝)
1.商業管理 2.文集 494.07
智慧生產力起手式 / 張寶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國生產力, 10811 .-288 面; 21 公分 .-- (卓越系列 ; 2) .-ISBN 978-986-6254-83-3 ( 平 裝 )
NT$300
1.企業管理 2.科技管理 3.文集
494.07
PJ 法 : 高效能工作者的問題分析與
決策 / 彭建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26-7 ( 平 裝 )
NT$300
1.企業管理 2.工作效率 3.思考
494.1
凡人創業 : 不靠爸成功賺滿人生幾
桶金 / 小原聖譽著 ; 王美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01-1 (平裝)
1.創業 2.成功法 494.1
百萬創業夢 在地原鄉心 夢想的執行
者 :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輔
導精實創業精選案例集. 107 年度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譯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004 (平裝)
1.創業 2.臺灣原住民 3.個案研究
494.1
社會網路關係強度視角下的創業行
為研究 / 任迎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0811 .-- 23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9-1
(平裝) NT$450
1.創業 2.企業經營 494.1
品菓創業指南 : 城鄉創生素人創業
輔導計畫內訓教材 / 品菓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著 .-- 一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 108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0-3 (平
裝) NT$450
1.品菓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創
業 3.企業管理 494.1
混亂的中程 / 史考特.貝爾斯基(Scott
Belsky)著 ; 方祖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811 .-- 48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668-4 ( 平 裝 )
NT$499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超神速問題解決術 : 你的問題,90%
可以在 70 分鐘內解決! / 寺下薰著 ;
李貞慧譯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4-2-2
(平裝) NT$320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創業進化論 : 培養新創能量、善用
科技向善潛力,打造我們的明日新經
濟 / 余宛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果
力文化, 漫遊者文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90-2-1
(平裝)
1.創業 2.數位科技 3.個案研究
494.1
創新創業管理 / 魯明德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4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70-8 (平裝) NT$500
1.創業 2.創意 3.企業管理 494.1
經營的本質 : 回歸 4 個基本元素讓
企業持續成長 / 陳春花作 .-- 初版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3-5 (平裝) NT$450
1.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494.1
價值網企業創業績效損失機理研究 /
卜華白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4-6
(平裝) NT$450
1.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494.1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研討會論文
集. 2019 年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資源
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編輯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10811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8413-4
(平裝)
1.管理科學 2.決策管理 3.文集
494.107

水滸領導學 : 悟水滸傳中的脫穎、
輔佐、巔峰之道 / 吳向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4778-9
(平裝)
1.水滸傳 2.研究考訂 3.企業領導
494.2
召喚勇氣 / 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
著 ;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389) .-- ISBN 978-986398-492-4 (平裝) NT$400
1.領導 494.2
組織變革 / 蔡金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 10812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141-8 (平裝)
NT$320
1.組織變遷 2.組織管理 3.策略規劃
494.2
職場上簡單易懂的管理學思維 / 任
迎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
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 1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29-2 (平裝) NT$250
1.組織管理 2.管理者 3.職場成功法
494.2
核心價值再造 Q&A : 事業轉型進化
實務 / 華才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安大斅出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0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84-7-2 (平裝) NT$1000
1.企業再造 2.問題集 494.2022
外商 CEO 內傷的每一天 / 黃麗燕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812 .-272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列 ; 199) .- ISBN 978-986-134-351-8 ( 平 裝 )
NT$300
1.領導者 2.企業領導 3.職場成功法
494.21
杜拉克談高效能的 5 個習慣 / 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齊若蘭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66-0 (平裝) NT$380
1.經理人 2.決策管理 494.23
人力資源管理 / 藍紅星主編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3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8-8 ( 平 裝 )
NT$45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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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 羅彥棻, 許旭緯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36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9-2 (平裝) NT$48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人力資源管理 / 沈遠平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0-6 (平裝) NT$32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技術性人力資源管理 : 系統設計及
實務操作 / 石磊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0811 .-- 32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9-0
(平裝) NT$58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程序公平對於員工助人行為之影響 /
林立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0810 .-- 128 面; 23 公分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358-906-8 (平
裝) NT$200
1.人事管理 2.管理心理學 494.3
一流人才贏在晚上 8 點的關鍵一小
時 : 持續兩年就能頂別人十年,還能
拉大差距! / YouCore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811 .-- 224 面; 21x14.8
公分 .-- (UB ; 60) .-- ISBN 978-9578710-46-7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外商顧問的超高生產力工作術 /
NAE 著 ; 簡琪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Ideaman ; 113) .-- ISBN 978-986-477749-5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工作效率 494.35
成功修練 : 一輩子要學會的 8 堂必
修課 / 陳偉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380) .-- ISBN 978-95713-8011-7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全家便利商店上田顧問的元氣相談
室 / 上田準二著 ; 鄭曉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67-7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你的善良,必須夠堅強 / 法蘭.豪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 288 面; 14.8x21 公分 .--

ISBN 978-957-13-7992-0 ( 平 裝 )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女性 494.35
你是武斷下定論的笨蛋,還是先聆聽
接納的聰明人? / 安達裕哉著 ; 卓惠
娟, 蔡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0AHT0020) .-- ISBN 978-986-97936-81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原來你是這種職場人! : 性格特質全
方位探索題庫 / Vicky 作 .-- 初版 .-臺北市 : 達觀, 10812 .-- 288 面; 23 公
分 .-- (職場競爭力 ; 21) .-- ISBN 978986-98303-3-1 (平裝) NT$40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軟能力 : 你的職場致勝法寶 / 胡曉梅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全方位
學習系列 ; 74) .-- ISBN 978-986-453111-0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做最重要的事 / 高虹安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204 面; 21
公分 .-- (Focus) .-- ISBN 978-957-658260-8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商戰大腦格命 / 王鼎琪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811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6132-5-5 ( 平 裝 )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記憶 3.學習方法
494.35
幕僚的宿命 : 一間工廠的管理變革
與權力遊戲 / Matt Hua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知
道的書 Catch on ; HC0095) .-- ISBN
978-957-9689-44-1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生存規劃必修課 / 石磊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3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9-1 (平裝) NT$50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3.生涯規
劃 494.35
簡單話 / 楊天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字裡行間工作室,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639-32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職場精英成功學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1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1-3 (平裝) NT$2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讓 每一次的 離職都加 分 / 朴安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
系列 ; 60) .-- ISBN 978-986-507-064-9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生涯規劃 494.35
懶人最需要的高效率「極簡整理術」
/ 美崎榮一郎作 ; 趙鴻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1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15 (平裝) NT$300
1.事務管理 2.檔案整理 3.工作效率
494.4
臨界戰略 : 利用精實創造競爭優勢、
釋放創造力、創造持續性成長 / 邁
可.伯樂(Michael Ballé)等原著 ; 宋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0 .-- 392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
理 ; BM223) .-- ISBN 978-986-341424-7 (平裝) NT$450
1.生產管理 2.工業管理 3.組織管理
494.5
國 際品 質管理 研討 會論文摘 要集 .
2019 : 結合新科技之品質管理的發
展與挑戰 / 楊錦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品質學會, 10811 .-- 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8914-90-2 (平裝)
NT$1000
1.品質管理 2.文集 3.摘要 494.5607
管理資訊成本論 / 符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7-6 (平裝) NT$550
1.成本管理 494.7
企業資源規劃 : 企業 e 化之營運管
理 / 張緯良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張
緯良出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總經銷,
10811 .-- 5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3-4 (平裝)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進銷存貨系統網路功能之提升 / 林
東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8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4-441-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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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資訊系統 2.供應鏈管理
494.8
資訊系統概論 : 理論與實務 / 方文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9-9 (平裝) NT$400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統計
初級統計學 : 解開生活中的數字密
碼 / 呂岡玶, 楊佑傑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4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742-9 (平
裝)
1.統計學 510
抽樣理論之應用 / 謝嫣娉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9-0
(平裝) NT$390
1.抽樣理論 511.27
統計學不能做為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
附錄 / 王冠先, 李玫郁作 .-- 初版 .-臺北市 : 機統, 10810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659-4-6 (平裝)
NT$500
1.統計分析 2.資料探勘 511.7
統計學不能做為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
原因與補正 / 王冠先, 李玫郁作 .-初版 .-- 臺北市 : 機統, 10810 .-- 4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659-39 (平裝) NT$1500
1.統計分析 2.資料探勘 511.7

教育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
三. 108 年度 / 陳培林編著 .-- 第一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281-7 (平裝)
1.教育 520
受壓迫者教育學 /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著 ; 方永泉, 張珍瑋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五十週年版 .-- ISBN 978957-732-586-0 (平裝)
1.教育哲學 520.11

教育的理則 : 教育學核心議題. 三 /
林逢祺, 洪仁進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1 .-- 28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738-3 ( 平 裝 )
NT$430
1.教育 2.問題集 520.22
20 年教育改革的昔與今 : 挑戰與回
應 / 楊深坑等作 ; 卯靜儒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1 .-- 37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232-5 (平裝) NT$450
1.教育改革 2.文集 520.7
教育的展望 : 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學富文化, 10811 .-- 3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713-66-9 (平裝)
NT$440
1.教育 2.文集 520.7
愛在長榮百合裡 : 教育理想學園的
進行曲 / 陳世聰等著 .-- 初版 .-- 屏東
縣瑪家鄉 : 屏縣長榮百合國小,
10812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6-07-1 (精裝) NT$380
1.教育 2.文集 520.7
顛覆的教改 / 劉克慶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10-5 (平
裝) NT$150
1.教育 2.教育改革 3.文集 520.7
臺灣教育 2030 / 葉建宏等著 ; 翁福
元, 陳易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727-7 ( 平 裝 )
NT$300
1.臺灣教育 2.文集 520.933
全相式情緒行為輔導策略卡 / 孫佳
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08-2 (平裝) NT$500
1.情緒教育 521.18
智慧學校校長科技領導 : 理論實務
與案例 / 張奕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747-5 ( 平 裝 )
NT$400
1.教學科技 2.數位學習 521.53
*3D 電腦繪圖模組化課程開發 : 以
使用導向模式建構數位影音輔助教
材藉以改善學習成效 / 白弘毅著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10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51-1 (平裝) NT$900
1.電腦教育 2.數位學習 3.電腦繪圖
521.57
臺灣小學師範教育發展. 師範專科學
校篇 : 師範精神的延續 / 中華民國師
範教育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學富文化, 10811 .-- 520 面; 23 公分 .- (臺灣師範教育史叢書. 小學師資培
育系列) .-- ISBN 978-986-5713-67-6
(平裝) NT$650
1.師範教育 2.師範校院 3.臺灣
522.622
「實」在精彩 : 暑期實習成果集.
2019 / 詹永寬總編輯 .-- 一版 .-- 臺中
市 : 興大磐石產學研究中心, 10810 .- 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2-8 (平裝)
1.教學實習 2.文集 522.63307
幼兒教保概論 / 盧美貴著 .-- 五版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18-5 (平裝)
NT$550
1.學前教育 523.2
美國幼兒園常用 500 字典 / Richard
Howlan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811 .-- 冊 .-- ISBN 978-957-8586-888 (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858689-5 (下冊:平裝) .-- ISBN 978-9578586-90-1 (全套: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4.小
學教學 523.23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 / 謝
坤鐘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0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3-4 ( 平 裝 )
NT$690
1.學前教育 2.教師專業資格 523.26
*共築桃花源 : 中小學活化課程與教
學社群經驗實錄 / 葉興華等作 ; 方志
華, 葉興華, 陳昱宏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北市大, 10810 .-- 2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9-7 (平
裝)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
劃設計 4.文集 523.307
核心素養下的教師教學設計與實踐 /
林進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13-0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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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設計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4.文集 523.307
石獅爺的願望 / 陳為信, 陳雅馨文 ;
王慧騏等圖 .--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 :
金縣金湖國小, 10810 .-- 6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08-2 (精
裝)
1.閩南語 2.歌謠 3.鄉土教學 4.小學
教學 523.317
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有意義的自然
科臨床教學活動 / 全中平作 .-- 臺北
市 : 臺北教育大學, 10810 .-- 114 面;
30 公分 .--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
專書) .-- ISBN 978-986-98359-0-9 (平
裝) NT$180
1.科學教育 2.教學研究 3.中小學教
育 523.36
手繪藝術尋寶記 / 張超倫等作 ; 林美
宏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 10809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679-92-4 (平裝) NT$480
1.藝術教育 2.生活指導 3.小學教學
523.37
讓紙飛翔. 2 : 童年夢想紙飛機 60 的
世界 / 吳望如著 .-- 新北市 : 新北市
藝術教育深耕協會, 10810 .-- 144 面;
21 公分 .--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
會叢書 ; 3) .-- ISBN 978-986-95186-28 (平裝) NT$320
1.美育教學 2.紙工藝術 3.小學教學
523.37
easygo scratch 輕鬆學 / 邱柏翰, 全華
研究室編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2-1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用 Scratch 3.0 創作故事動畫及互動
遊戲 / 賴皓維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37-4 (平
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專門替中學生寫的電腦入門 / 侯冠
維, 李家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812 .-- 258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763-741-3 ( 平 裝 )
NT$280
1.電腦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8

零 基 礎 Scratch 速 成 上 手 : 自 學
Coding 一玩就上手,創造 10 款創意
遊戲,打好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與邏
輯訓練基本功! / 馬修.海蘭德
(Matthew Highland)著 ; 謝明珊譯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812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1-192-6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翻轉吧!科學. 2 / 余虹滿等著 ; 林曉
雯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810 .-- 2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7-1-2 (平裝) NT$350
1.資訊教育 2.科學教育 3.中小學教
育 523.38
翻轉吧!科學. 1 / 王雪蓉等著 ; 林曉
雯主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810 .-- 2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7-0-5 (平裝) NT$350
1.資訊教育 2.科學教育 3.中小學教
育 523.38
青山村 : 設計思考讓世界更好 / 林茹
姬等採訪撰文 ; 張益明總編輯 .-- 再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
學, 10810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3-11-8 (平裝)
1.資訊科技教學 2.中小學教育 3.文
集 523.3807
百週年紀念 : 童年 海東 人生夢 : 校
友故事集. 1919-2019 / 吳書婷, 康伶
妃, 楊進財撰文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海東國小, 10811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6-7 (平
裝)
1.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2.臺
灣傳記 523.833/127
暫停抄寫 : 高中國文課的哲學 / 江毅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0812 .-- 250 面; 21 公分 .-- (哲學之
道 ; 12) .-- ISBN 978-986-98084-1-5
(平裝) NT$320
1.國文科 2.中等教育 524.31
國中.高中化學 : 讓人愛上化學的視
覺讀本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
秀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811 .-- 192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
利略系列 ; 4) .-- ISBN 978-986-461200-0 (平裝) NT$420
1.化學 2.中等教育 524.36

藝術概論 / 陳育祥等編撰 .-- 臺北市 :
師大, 10811 .-- 冊 .-- 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學專業科目 .-ISBN 978-986-5453-02-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53-03-9 (第 2
冊:平裝)
1.藝術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7
高中進階程式設計 : APCS 解題策略
/ 王佳盈編著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85-2 (平裝)
1.資訊教育 2.C(電腦程式語言) 3.電
腦程式設計 4.中等教育 524.375
程式設計教學實務與教育科技研究 /
邱瓊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1 .-- 1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1-891-4 (平裝) NT$300
1.資訊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教學
設計 4.中等教育 524.375
心 智 圖 神 奇 記 憶 國 中 英 單 2000 /
Maddie Smith, Olanda Lin, Zoe Te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860-5 (32K 精裝附光碟
片)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臺中女中百年校慶樂旗隊紀念專刊 :
teen teen / 臺中女中百年校慶樂旗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92-8-3 (平裝) NT$600
1.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2.文集
524.833/115
大學特色課程理論與實務 / 楊康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4-6 (平裝) NT$40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劃
設計 525.3
亞美學院. II / 林怡君等合著 ; 黃淑
貞, 張少樑, 李梅齡主編 .-- [臺中市] :
亞洲大學通 識教育 中心 , 10810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222-5-4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教學實踐暨跨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李振興等作 ; 王雅津總
編輯 .-- 臺南市 : 崑山科大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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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0810 .-- 3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416-1-0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教學研究 4.
文集 525.3307
付出的影響力 :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
教育 / 慈濟大學師生合著 .-- 初版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8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82-3-0
(平裝)
1.高等教育 2.社會服務 3.志工 4.文
集 525.39
平安心輔 : 大學導師班級經營實務 /
林暉芸等採訪撰稿 ; 王英洲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學務處 ,
10810 .-- 160 面; 23 公分 .-- (輔仁大
學學務叢書 ; 3) .-- ISBN 978-9578843-41-7 (平裝) NT$380
1.高等教育 2.導師 3.班級經營
525.638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7
學年度 / 鄭靜宜總編輯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811 .-- 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843-42-4 (平裝)
NT$360
1.輔仁大學 2.臺灣傳記
525.833/103
竹師芳華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史
專書 / 劉先翔主編 .-- 初版 .-- 新竹
市 : 清大, 10811 .-- 265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424-0-2 ( 精 裝 )
NT$800
1.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2.歷史
525.833/112
百年光華耀臺中 / 黃漢青總編輯 .-臺中市 : 臺中科大圖書館, 10811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0-8 (精裝)
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歷史
525.833/115
國立中興大學百週年校園景緻 / 張
豐吉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810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0-4 (平裝)
1.國立中興大學 2.校園
525.833/115
璀璨光彩再百年 / 黃漢青總編輯 .-臺中市 : 臺中科大圖書館, 10811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1-5 (精裝)
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歷史
525.833/115

興大百年校景圖錄 / 蔡宗憲撰述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811 .-- 208
面; 26 公分 .-- (興大校史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8378-4-2 ( 平 裝 )
NT$500
1.國立中興大學 2.歷史 3.圖錄
525.833/115
又見榮耀之路 : 國立中正大學創校
三十週年紀念集 / 江寶釵, 辛金順,
郝 譽 翔 等 作 .-- 臺 北 市 : 文 水 ,
10810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270-0-3 (平裝) NT$150
1.國立中正大學 525.833/125
尋跡扉頁後的閃耀 : 國立東華大學
創校時期口述校史 / 蔣竹山, 張瑜芳
採訪撰稿 ; 陳復, 吳明達主編 .-- 初
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學,
108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30-2-9 (精裝) NT$500
1.國立東華大學 2.口述歷史
525.833/137
官學盛況 : 國子監與學宮的教育 / 董
勝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95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3-3 (平裝)
NT$150
1.高等教育 2.教育史 3.中國 525.92
教化於民 : 太學文化與私塾文化 / 李
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97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8-8 (平裝)
NT$150
1.高等教育 2.教育史 3.中國 525.92
朗朗書院 : 書院文化與教育特色 / 董
勝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3-0 (平裝)
NT$150
1.書院 2.歷史 3.中國 525.992
名師壓箱秘笈 : 教育行政學精析 / 舒
懷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1 .-- 7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879-6 (平裝)
1.教育行政 526
教育行政理論與模式 / 秦夢群著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84 (平裝) NT$700
1.教育行政 52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年報.
107 年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811 .-- 10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44-18-1 (平裝)
NT$200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教育
行政 526.32

最高教養法 / 博克重子著 ; 陳亦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1 .-- 2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6-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老鷹與鴨子的<<幸福人生鍋>> / 歐
東 華 著 .-- 基 隆 市 : 基 隆 高 中 ,
10809 .-- 13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1-00-4 (精裝) NT$220
1.歐東華 2.校長 3.教育行政 526.42

聰明但散漫的青少年怎麼教 / 理查.
奎爾(Richard Guare), 佩格.道森(Peg
Dawson), 科林.奎爾(Colin Guare)作 ;
何佳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9-4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青少年教
育 528.2

山之聲 : 輔大山社五十週年紀念特
刊 / 簡仰岑文字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輔大登山社, 10810 .-- 3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9-2 (平
裝)
1.輔仁大學登山社 527.83
高醫社團史話 / 鐘育志主編 .-- 增訂
一版 .-- 高雄市 : 高醫大, 10810 .-冊 .-- (南風椰林系列 ; 4) .-- ISBN
978-986-6105-43-2 (全套:平裝)
1.高雄醫學大學 2.學生社團 3.歷史
527.83
PBL 自主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9 / 亞
洲大學圖書館編 .-- 臺中市 : 亞洲大
學, 10810 .-- 2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22-4-7
1.讀書會 2.自主學習 528.18
*有人在家嗎? / 黃迺毓作 .-- 初版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10810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31-8-7 (平裝) NT$250
1.家庭教育 2.生活教育 3.親職教育
528.2
曲老師的情緒素養課 : 生活中教出
孩 子的高情 商和好品 格 / 曲智鑛
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29) .-- ISBN
978-986-477-757-0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情緒教育 528.2
安全圈教養 : 培養孩子的情緒復原
力,安全感是一切的答案 / 肯特.霍夫
曼 (Kent Hoffman), 葛 倫 . 庫 珀 (Glen
Cooper), 伯特.鮑威爾(Bert Powell)著 ;
鹿億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812 .-- 380 面; 21 公分 .-- (學習館 ;
9) .-- ISBN 978-986-5408-09-1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兒童心理
學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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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民叮 : 照亮你的學習之路 / 許
家豪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2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94-9 (平裝)
1.公民教育 528.3
初考公民叮 : 照亮你的學習之路 / 許
家豪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2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93-2 (平裝)
1.公民教育 528.3
鐵路公民叮 : 照亮你的學習之路 / 許
家豪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2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92-5 (平裝)
1.公民教育 528.3
敬劇場 : 臺南文化中心 35 週年特刊
/ 曾怡甄故事 ; 曹婷婷, 曾怡甄, 呂松
穎文字 ; 張瀞元, 張瑞峰繪圖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1 .-- 6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43 (精裝) NT$350
1.臺南市文化中心 528.4163
樂齡學習系列教材. 29, 樂齡十年專
刊 : 樂齡拾穗 /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
育研究中心編撰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809 .-- 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17-4 (平裝) NT$100
1.老人教育 2.文集 528.433
美 容職業安 全與衛 生 / 陳樺亭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90-7-3 (平裝)
1.美容 2.衛生學 3.技職教育
528.826
任務導向語言教學法在「具服務學
習內涵」之英語課程的應用 : 有效
提升技職校院大一學生學習動機與

策略使用之研究 / 羅玉冰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09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84-1 (平裝)
1.英語教學 2.教學研究 3.技職教育
528.83
體適能與健康指南 : 適合各年齡層
的 體 能 活 動 與 營 養 指 引 / Barbara
Bushman 作 ; 林貴福等譯 .-- 二版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08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024-7-8
(平裝) NT$450
1.體育 2.體適能 3.運動健康 528.9
耐力 : 心智、身體與奇妙的人類表
現伸縮極限 / 艾力克斯.哈欽森(Alex
Hutchin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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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746-9 (平裝)
NT$380
1.運動生理學 528.9012
運動健康與體適能 / 盧俊宏等作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811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29-5-5 (平裝) NT$450
1.體適能 2.運動健康 528.9016
跑過荒野 : 奔跑如何讓我們成為人 /
威霸.克雷根-里德(Vybarr Cregan-Reid)
作 ; 郭宣含, 鄭勝得譯 .-- 1 版 .-- 宜
蘭宜蘭市 : 向日葵傳媒, 10811 .-- 372
面; 21 公分 .-- (體育課 ; 1) .-- ISBN
978-986-95587-5-4 (平裝) NT$380
1.賽跑 2.人生哲學 528.946
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 2019 : 功
夫為用,武以止戈 / 山崎寬等著 .-- 臺
北市 : 中華武術研發協會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10810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930-3-0 (平裝)
1.武術 2.文集 528.9707
心一拳術 / 李泰慧著 ; 崔虎剛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2 .-- 444
面; 21 公分 .-- (武學古籍新注 ; 5) .-ISBN 978-986-346-273-6 ( 平 裝 )
NT$55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太極養生增氣功與散手 / 王西安, 閻
素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2 .-- 268 面; 21 公分 .-- (陳式太
極拳 ; 12) .-- ISBN 978-986-346-277-4
(平裝) NT$330

1.太極拳 2.養生

528.972

李雅軒宗師遺著 楊氏太極拳械修煉
心法 / 陳驪珠, 陳龍驤, 李敏弟整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
10810 .-- 572 面; 26 公分 .-- (武系列 ;
A455) .-- ISBN 978-986-96090-8-1 (平
裝) NT$900
1.太極拳 528.972
武松拳譜秘本 / 陳正裕, 金俶生原著 ;
三武組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2 .-- 286 面; 21 公分 .-- (武術秘
本圖解 ; 5) .-- ISBN 978-986-346-2767NT$300
1.拳術 528.972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
歌發行,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43) .-- ISBN 978-986-97668-9-0
(平裝) NT$360
1.特殊兒童教育 2.過動症 3.親職教
育 529.68
學習障礙 / 張世彗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0 .-- 46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715-4 ( 平 裝 )
NT$550
1.學習障礙 2.特殊教育 529.69

禮俗；民族學

陳氏太極拳大全全集 / 潘詠周著 .-初版 .-- 新北市 : 靜廬陳氏太極拳社,
10811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092-1-4 (平裝) NT$960
1.太極拳 528.972

文化與國際生活禮儀 / 黃子庭著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 10810 .-1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6228-7 (平裝) NT$200
1.國際禮儀 530

楊振基傳太極拳 : 內功心法 / 胡貫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812 .-286 面; 21 公分 .-- (楊氏太極拳 ;
16) .-- ISBN 978-986-346-274-3 (平裝)
NT$350
1.太極拳 528.972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 / <<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課
題組著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812 .-冊 .-- (鳳凰文庫 ; PHL031) .-- ISBN
978-986-97706-5-1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97706-6-8
(中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97706-7-5 ( 下 冊 : 平 裝 ) NT$400 .-ISBN 978-986-97706-8-2 (全套:平裝)
1.民族精神 2.中華民族 535.72

鬆柔太極拳闡微 / 吳榮輝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太極館, 10810 .-2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6901-1-0 (平裝) NT$800
1.太極拳 528.972
臺北市特殊教育班優良教材教具評
選得獎作品專輯. 107 學年度 / 戴遐
齡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0 .-- 96 面; 30 公分 .-- (特殊教育
叢書 ; 135) .-- ISBN 978-986-5412-241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材教學 529.54
自閉症兒童社會情緒及語言行為教
學實務手冊 / 鳳華等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心理, 10811 .-- 380 面; 23 公
分 .-- (障礙教育系列) .-- ISBN 978986-191-887-7 (平裝) NT$450
1.特殊教育 2.自閉症 529.6
瞽叟通文 : 與北京盲校早期發展 / 高
宇翔, 袁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8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7-139-3 ( 平 裝 )
NT$350
1.視障教育 2.點字書 3.中國 529.65
200 個亞斯伯格症教養祕訣 / 布蘭達.
柏依德(Brenda Boyd)著 ; 黃美娟譯 .-41

濁水溪流域彰化縣東南區客家文化
傳衍之研究 : 以田尾鄉、田中鎮為
主要的考察空間 / 謝瑞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8-3229 (平裝)
1.客家 2.文化研究 3.區域研究 4.彰
化縣 536.211
賽德克族廬山部落史 / 吉娃思巴萬
等著 .--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
委員會, 10811 .-- 34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31-19-8 ( 平 裝 )
NT$400
1.賽德克族 2.部落 3.民族史 4.民族
文化 5.南投縣仁愛區 536.3311
阿美族娜荳蘭部落歷史研究 / 陳誼
誠, 高志遠, 古代.嘎娃哈作 .-- 南投
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臺北市 : 國
史館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0 .-- 3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1-15-0 (平裝) NT$450

1.阿美族 2.部落 3.歷史

536.337

沒有名字的人 : 平埔原住民族青年
生命故事紀實 / 方惠閔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812 .-384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10) .-ISBN 978-986-97627-3-1 ( 平 裝 )
NT$380
1.人物志 2.平埔族群 536.339
猶太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2 / 丘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ACROSS 系列 ;
47) .-- ISBN 978-957-13-8001-8 (平裝)
NT$320
1.猶太民族 2.民族文化 536.87
吉普賽的智慧 / 黎瑞剛著 .-- 初版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81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7-7-7 (平裝)
1.吉普賽人 2.文化 3.民族性 536.91
順隨節氣的開運七十二候 / 神宮館
編集部作 ; 蔡麗蓉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樹林, 1090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501-49-1 (平裝)
NT$350
1.節氣 2.改運法 538.59
飲食文選. 2018 / 焦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二魚文化,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學花園 ; E056) .-- ISBN
978-986-5813-98-7 (平裝)
1.飲食 2.文化 3.文集 538.707
大宋饕客 : 從早市小攤吃到深夜食
堂 / 劉海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History ; 43) .-- ISBN 978-957-138015-5 (平裝) NT$35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宋代
538.782
四萬十食堂 / 安倍夜郎, 左古文男著 ;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15-4-6 ( 平 裝 )
NT$250
1.飲食風俗 2.日本 538.7831
壽司、天婦羅、蕎麥麵、鰻魚飯 :
江戶四大美食的誕生 / 飯野亮一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5-3239-5 (平裝) NT$380
1.飲食風俗 2.江戶時代 3.日本
538.7831

晚安條通 / 現地計畫編輯部文字 ; 柯
景瀚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大洋創
意製作社, 10811 .-- 176 面; 25 公分 .- (Project in situ ; 2) .-- ISBN 978-98698452-0-5 (平裝) NT$750
1.飲食風俗 2.餐飲業 3.旅遊 4.臺北
市 538.7833

社會學
社會的概念及其變動法則 / 史坦恩
(Lorenz von Stein)著 ; 張道義譯注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7222 (精裝) NT$250
1.社會學 540
社會學概論 / 蔡文輝, 李紹嶸編著 .-修訂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43-6 (平裝)
1.社會學 540
青歷台灣 : 特派記者的秘密檔案 / 楊
青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
版 : 思行文化傳播發行, 10810 .-- 220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7377-9-1 (平裝) NT$352
1.臺灣社會 2.文集 540.933
新北市歷史建築「三芝新庄里石滬」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 張震鐘計畫主
持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文 化 局 ,
108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13-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00
1.文化景觀 2.古蹟修護 3.新北市三
芝區 541.27
中西文化的衝突 / 陳傳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384 面; 23 公分 .-- (ORN ; 27) .-ISBN 978-957-13-8016-2 ( 平 裝 )
NT$399
1.文化研究 2.比較研究 541.28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4-8
(平裝) NT$200
1.文化產業 2.中國 541.292
馬淵東一著作集. 第四卷 / 馬淵東一
原著 ; 李慧雰等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研院民族所, 10812 .-- 4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2-06-5
(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43207-2 (精裝) NT$550
1.文化人類學 2.文集 541.307
g0v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年鑑. 2019 /
g0v 揪松團編 .-- 初版 .-- 桃園市 : 開
放文化基金會, 10811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708-3-1 (平裝)
1.公民社會 2.方案設計 541.4
再啟蒙的年代 : 為理性、科學、人
文主義和進步辯護 / 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著 ;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51-8 (平裝) NT$799
1.社會變遷 2.啟蒙運動 541.4
動盪 : 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
型? /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 莊
安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560 面; 21 公分 .-- (Next ;
266) .-- ISBN 978-957-13-8004-9 (平裝)
NT$600 .-- ISBN 978-957-13-8005-6
(精裝) NT$650
1.社會變遷 2.個案研究 541.4
<<AI 科技教育觀>>老施談人工智
慧 : AI 列車一旦開啟,未來社會將急
速前進 / 施純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8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5-24-3 ( 平 裝 )
NT$450
1.資訊社會 2.人工智慧 3.產業發展
541.415

品牌視域下的文化產業發展 : 基於
低碳轉型的思考 / 陸小成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1-5 (平裝) NT$450
1.文化產業 2.產業發展 3.中國
541.292

第二矽谷 : 以色列的創新力量 / 阿維.
尤利詩(Avi Jorisch)著 ; 張倫明譯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32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54-6 ( 平 裝 )
NT$390
1.資訊社會 2.發明 3.創造性思考 4.
以色列 541.415

特色之鄉 : 文化之鄉與文化內涵 / 袁
鳳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9 面; 23 公分 .--

反送中紀錄攝影集 / 藝家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810 .-200 面; 26 公分 .-- (緣社會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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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97591-8-2 ( 平 裝 )
NT$60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照片集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5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 : 關於太陽花運
動、雨傘運動,與反送中 / 何明修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384 面;
21 公分 .-- (社會議題 ; 300) .-- ISBN
978-986-98006-4-8 (平裝) NT$45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541.45
香港人 2.0 : 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
完成! / 邢福增, 羅秉祥, 余震宇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78-5-8 (平裝) NT$30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覺醒的年代 : 解讀弔詭新未來 / 查爾
斯.韓第(Charles Handy)著 ; 周旭華
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810 .-- 376 面; 21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679) .-- ISBN 978-986-479840-7 (平裝) NT$400
1.未來社會 2.企業預測 541.49
恐懼如何運作 : 不確定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為何形成 21 世紀的恐懼
文化 / 福瑞迪(Frank Furedi)著 ; 蔡耀
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380 面; 21 公分 .-- (Next ;
267) .-- ISBN 978-957-13-8008-7 (平裝)
NT$420
1.恐懼 2.社會互動 3.風險管理
541.6
透明社會 / 韓炳哲著 ; 管中琪譯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2 .-112 面; 20 公分 .-- (walk ; 20) .-- ISBN
978-986-5406-36-3 (平裝) NT$250
1.社會控制 2.社會哲學 541.8
*重新編集地方 / 影山裕樹編著 ; 林
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
實驗室,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823-5-7 ( 平 裝 )
NT$360
1.大眾傳播 2.日本 541.83
個別化支持計畫工作指引 : 生活品
質 領域生活 活動綱 要 / 陳怡君等
作 .-- 臺中市 :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10810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82-0-1 (平裝) NT$350
1.生活水準 542.53

*合作住宅指南 : 用自決、永續、共
居開啟生活新提案 / 米夏埃爾.拉馮
德(Michael LaFond)作 ; 賴彥如譯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810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23-6-4 (平裝) NT$320
1.住宅政策 2.都市計畫 3.個案研究
542.635
「我國『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成
效及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
告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812 .-- 3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31-18-1 ( 平 裝 )
NT$400
1.住宅問題 2.住宅政策 3.臺灣
542.6933
2030 轉職地圖 / Sandy Su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6-9
(平裝) NT$380
1.就業 2.生涯規劃 3.職場成功法
542.77
哇靠!原來要這樣面試 / 陳俞升著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0 .-206 面; 21 公分 .-- (商業管理 ; 10) .-ISBN 978-957-9267-41-0 ( 平 裝 )
NT$300
1.就業 2.面試 3.職場成功法 542.77
轉職思考法 / 北野唯我著 ; 李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3-9 (平裝) NT$330
1.就業 2.職業流動 3.職場成功法
542.77
古老行業 : 三百六十行由來發展 / 蒲
永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31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4-7
(平裝) NT$200
1.行業 2.職業介紹 3.中國 542.792
避開人生的地雷 / 楊晴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8-4 (平裝) NT$320
1.家庭關係 2.家庭溝通 3.人際關係
544.1
你是我上輩子的仇人 / 徐佳欣著 .-二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人生視野系列 ;
67) .-- ISBN 978-986-411-108-4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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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夫妻 2.成人心理學 3.兩性關係 4.
通俗作品 544.142
妳是我上輩子的仇人 / 博冰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人生視野系列 ;
68) .-- ISBN 978-986-411-109-1 (平裝)
NT$250
1.夫妻 2.女性心理學 3.兩性關係 4.
通俗作品 544.143
婚姻與畸戀 / 楊正雄著 .-- 三版 .-- 臺
中市 : 文學街, 10811 .-- 18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7912-4-3 (平裝)
NT$300
1.婚姻 2.戀愛 544.3
解套 : 愛情、婚姻與家庭價值,西好
萊塢到中國西部 / 茱蒂絲.斯泰西
(Judith Stacey)著 ; 李屹譯 .-- 初版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812 .-- 416 面;
21 公分 .-- (窗書系 ; 5) .-- ISBN 978986-97627-5-5 (平裝) NT$450
1.同性婚 2.同性戀 3.家庭結構 4.個
案研究 544.329
最強的戀愛科學 : 48 則心理醫生教
你在戀愛中稱霸的超實用技巧 / 吉
田隆嘉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勁草生活 ; 458) .-- ISBN 978-986443-938-6 (平裝) NT$32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單身年代 : 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簡單,
卻不會孤單 / Elyakim Kislev 著 ; 林
怡婷, 陳依萍, 羅椀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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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986-477-753-2 ( 平 裝 )
NT$350
1.獨身 544.386
棉花糖女孩 : 青春女孩的幸福教養 /
利奧納德.薩克斯(Leonard Sax)著 ; 洪
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8-3 (平裝) NT$300
1.女性 2.青少年心理 3.婦女健康 4.
性別認同 544.5
Shimiken's best sex : AV 天王清水健
完美性愛實戰講座 / 清水健作 ; 楊裴
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84-9 (平裝)
1.性學 2.性知識 544.7

性 、兩性關 係與性教 育 / 晏涵文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1 .-45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1889-1 (平裝) NT$500
1.性學 2.兩性關係 3.性教育 544.7
社會小設計 : 從點到面的設計串聯,
翻轉老社區重拾產業與地方活力 /
謝淳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designer ;
36) .-- ISBN 978-986-408-550-7 (平裝)
NT$399
1.社區總體營造 2.社區發展
545.0933
折疊都市 / 饗庭伸著 ; 林書嫻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
書 ; FI1049) .-- ISBN 978-986-235-7934 (平裝) NT$399
1.都市計畫 2.策略規劃 545.14
中 國城市管 理公眾參 與 / 馮剛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3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4-7 ( 平 裝 )
NT$500
1.都市社會學 2.中國 545.192
*眷村流水年華 / 余金龍編著 .-- 桃
園市 :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0810 .- 300 面; 30 公分 .-- (中壢學系列 ;
1) .-- ISBN 978-986-95836-3-3 (平裝)
NT$1000
1.眷村 2.文集 3.桃園市中壢區
545.4933
眷村保存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
李廣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 : 遠流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59-26-4 (平裝) NT$300
1.眷村 2.文化保存 3.臺灣 545.4933
眷村歲月 在這裡停格 /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訊文化, 10810 .-- 176 面; 21
公分 .-- (商訊叢書 ; YS09936) .-ISBN 978-986-5812-85-0 ( 精 裝 )
NT$250
1.眷村 2.文化保存 3.臺灣 545.4933
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二十週年紀念
特刊 / 桃園市石門國民小學石門社
區複式童軍團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桃園市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

1081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15-0-4 (平裝)
1.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 546.81

10811 .-- 1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6803-2-5 (平裝) NT$320
1.動物保育 2.犬 3.文集 548.3807

圖解制霸 社會福利服務 / 陳思緯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0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82-1 (平裝) NT$580
1.社會福利 2.社會服務 547

她為什麼要說謊? : 強報案受害者的
「謊報」真相 / T.克里斯蒂安.米勒
(T. Christian Miller) 、 肯 . 阿 姆 斯 壯
(Ken Armstr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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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59-961 (平裝) NT$400
1.性犯罪 2.性侵害 3.個案研究 4.美
國 548.544

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
第 27 屆 / 林興訓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北市志願服務協
會, 108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70-6-7 (平裝)
1.志工 547.16
心禮有鵬 : 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
偏鄉服務學習誌. 第十五屆 / 臺北市
中山女高第拾伍屆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優班全體學生作, 陳昱君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0810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6-6 (平裝)
1.社會服務 547.16
再寫救援 : 無國界醫生的全球工作
記事 / 無國界醫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811 .-- 176 面;
17x22 公分 .-- ISBN 978-986-7778-888 (精裝) NT$400
1.醫療服務 2.醫療社會服務 547.17
德國社會法 / Eberhard Eichenhofer 原
作 ; 邵惠玲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0 .-- 5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07-34-6 ( 平 裝 )
NT$550
1.社會福利法規 2.社會安全 3.德國
547.743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史實紀要 /
張靜玉等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二
林鎮 : 法務部彰化監獄, 10810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054 (平裝) NT$600
1.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2.歷史
548.7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新論 / 周怡君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40-1-5 (平裝) NT$450
1.社會政策 2.社會福利 3.立法
549.1
西 方民主鞏 固理論研 究 / 王菁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3-9 ( 平 裝 )
NT$450
1.民主理論 549.211

經濟

慈悲的心路 : 莫拉克風災/安居啟希
望 / 張晶玫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濟人文, 10811 .-- 5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82-5-4 (精裝)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風災 3.
賑災 548.126

西方經濟學原理 / 楊伯華, 繆一德主
編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9-9 ( 平 裝 )
NT$500
1.經濟學 550

依附關係的修復 : 喚醒嚴重創傷兒
童的愛 / Daniel A. Hughes 著 ; 黃素
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1 .-- 368 面; 23 公分 .-- (心理治
療系列 ; 22169) .-- ISBN 978-986-191888-4 (平裝) NT$420
1.兒童保護 2.依附行為 3.受虐兒童 4.
養子女 5.寄養家庭 548.13

基礎經濟學 / 吳開超等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0-7 (平裝) NT$420
1.經濟學 550

在零撲殺之後,永不放棄的愛 / 麥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動督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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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基礎 / 黃方正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60-5 (平裝) NT$450
1.經濟學 550

民主式經濟的誕生 : 終結榨取式經
濟,解構勞資框架,創造繁榮永續的共
好 新 生 活 / 瑪 喬 麗 . 凱 莉 (Marjorie
Kelly), 泰德.霍華德(Ted Howard)著 ;
楊理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 ;
YLP37) .-- ISBN 978-957-32-8673-8
(平裝) NT$380
1.經濟理論 2.混合式經濟 3.平等
550.1

北市 : 崧博, 10811 .-- 19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8-3 (平裝) NT$380
1.經濟成長 2.生育率 3.中國 552.2

14 歲開始的資本主義 : 全球化、貧
富差距擴大,10 年後的你將會面對什
麼樣的社會? / 丸山俊一作 ; 羅淑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2 .-- 240 面; 21x14.8 公分 .-- (Biz ;
313) .-- ISBN 978-957-9654-45-6 (平裝)
NT$320
1.市場經濟 2.資本主義 550.187

東川 Style / 玉村雅敏, 小島敏明著 ;
侯詠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812 .-- 2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02-5 (平裝) NT$42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日本
552.31

個體經濟學 / 陳正倉, 林惠玲著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811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61-4 (平裝)
1.個體經濟學 551
現代個體經濟學 / 袁正主編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810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389-5 ( 平 裝 )
NT$450
1.個體經濟學 551
中印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比較 / 龔
松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5-1 ( 平 裝 )
NT$360
1.國際經濟 2.中國 3.印度 552.1
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遷與因應實務
手冊 / 高長等作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陸委會, 10810 .-- 23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3-19-2 (平裝)
NT$250
1.投資環境 2.經濟地理 3.中國
552.2
中國的輸入性流動性過剩研究 : 基
於全球化的視角 / 趙愛清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2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3-8 (平裝) NT$420
1.經濟發展 2.經濟政策 3.中國
552.2
低生育水準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
續性研究 / 曾祥旭著 .-- 第一版 .-- 臺

美 中貿易戰 其實才剛 開打 / 高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
現場 ; 277) .-- ISBN 978-957-13-80179 (平裝) NT$330
1.中美經貿關係 552.2

從產業秘辛和實務數據探索營業秘
密管理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811 .-- 3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11-231-8 ( 平 裝 )
NT$480
1.經濟法規 2.智慧財產權 553.433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第 24 屆 / 公平交易委員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
員會, 10812 .-- 2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33-50-5 ( 平 裝 )
NT$250
1.公平交易法 2.競爭 3.文集
553.43307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9
年版 /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著作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所,
10811 .-- 12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351-3-1 (精裝) NT$9500
1.企業聯營 2.集團企業 3.臺灣
552.33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第 25 屆 / 公平交易委員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
員會, 10812 .-- 28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33-51-2 ( 平 裝 )
NT$250
1.公平交易法 2.競爭 3.文集
553.43307

地方創生 way. 4, 勇敢起業號 : 移住
地方 斜槓創生 / 朱興華總編輯 .-- 臺
北市 : 中衛發展中心, 108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02-2-5
(平裝) NT$12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臺
灣 552.33

中小企業白皮書. 2019 / 林柏君等撰
稿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小企業處
出版 : 經濟部發行, 10810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2-15-6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1.中小企業管理 2.白皮書 3.臺灣
553.712

風土經濟學 : 地方創生的 21 堂風土
設計課 / 洪震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Taiwan Style ; 62) .-- ISBN 978-95732-8669-1 (平裝) NT$350
1.經濟發展 2.區域經濟 3.臺灣
552.33

土地法規與稅法 / 曾文龍編著 .-- 增
修第 11 版 .-- 臺北市 : 大日, 10811 .-540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75) .-- ISBN 978-957-8418-80-6 (平裝)
NT$500
1.土地法規 2.稅法 554.133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四, 民
族主義與兩岸篇 / 陳添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2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40-1 (平裝) NT$560
1.臺灣經濟 2.政治經濟 3.經濟史
552.339
改變未來的妙點子 / 一般財團法人
Think the Earth 作 ; 林雅惠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臺灣環境教育協會,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132-2-9 (平裝) NT$420
1.產業政策 2.永續發展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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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產出分析概論 / 徐世勳, 劉瑞文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產業關
聯學會, 10811 .-- 38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386-0-3 (平裝)
1.產業經濟學 555
下水道工程特有職災分析及改善對
策研究 / 林楨中, 蔡佾志研究主持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810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02-9 (平裝) NT$100
1.職業災害 2.勞工安全 555.56
臺灣企業因應全球化舉措對國內勞
動市場之可能影響 / 彭素玲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中 經 院 出 版 社 ,
10810 .-- 92 面; 23 公分 .-- (經濟專論

系列 ; 235) .-- ISBN 978-986-5795-436 (平裝) NT$350
1.勞動市場 556
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
研 究與場域 試驗計 畫 / 許添本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810 .-- 7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10-3 (平裝) NT$783
1.交通安全 2.機車駕駛 557
國際貨運代理實務 / 張為群主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1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2-1 (平裝) NT$280
1.貨運 2.運輸管理 557.17
臺灣鐵道戳章圖鑑 / 蔣育荏,
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494-1
(精裝) NT$520
1.鐵路 2.鐵路車站 3.臺灣 557.2633
糖運之夢 : 糖運小火車的故事 / 萬志
超作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市 : 萬志
超, 10811 .-- 18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3-0 (平裝) NT$1800
1.鐵路史 2.糖業 3.臺灣 557.26339
*公路公共運輸年報. 107 年度 / 黃運
貴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公路總局, 10810 .-- 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008-0 ( 平 裝 )
NT$280
1.公路管理 2.運輸規劃 3.期刊
557.34505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 郵政三
法大意(內勤) / 陳金城編著 .-- 第四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279-4 (平裝)
1.郵政法規 557.61
*蟠龍郵票 1897-1914 / 林子牧著 .-臺北市 : 林子牧出版 : 中華集郵團體
聯合會, 郵文聯誼會, 中國集郵協會
會士團發行, 10810 .-- 7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44-0 (精裝)
NT$3600
1.集郵 2.郵票 557.645
郵林彙刊 : 台中市郵學會年刊.
2019 .-- 臺 中 市 : 中 市 郵 學 會 ,
108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970-3-8 (精裝)
1.集郵 2.文集 557.64907

*中國鐵路郵政史(1888-1949) / 林志
明編著 .-- 臺北市 : 環球華郵研究會,
10810 .-- 274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2320-3-6 (精裝)
NT$2000
1.郵政史 2.郵票 3.中國 557.68
大眾捷運概論(含捷運系統概論、大
眾運輸規劃及管理、大眾捷運法及
相關捷運法規) / 白崑成編著 .-- 第三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81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0-2 (平裝)
1.大眾捷運系統 557.85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 遊新宇, 王燕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8-4 ( 平 裝 )
NT$380
1.國際貿易理論 2.國際貿易實務
558
商貿縱觀 : 歷代商業與市場經濟 / 唐
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11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6-2 (平裝)
NT$200
1.國際貿易史 2.中國 558.092
全球貿易摩擦與大國興衰 / 任澤平,
羅志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風格
司藝術創作坊, 10811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97-55-3 (平
裝) NT$420
1.經貿政策 2.國際經濟 558.1

財政；金融；投資
全球區塊鏈技術之產業發展趨勢暨
應用案例分析 / 李震華等作 ; 洪春暉
總編輯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8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77-0 (平裝) NT$12000
1.金融業 2.資訊科技 3.技術發展
561.029
金融形態 : 歷代金融與貨幣流通 / 楊
宏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3-1
(平裝) NT$200
1.金融史 2.中國 561.092
台灣錢幣三百年 / 何代水, 宋勝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上善若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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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9-0-3 (精裝) NT$300
1.貨幣 2.臺灣 561.3933
中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全面風險管
理 / 周脈伏, 周蘭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1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4-4 (平裝) NT$400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風險管理 4.
中國 561.7
適應 : 金融演化新思維 / 羅聞全
(Andrew W. Lo)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600 面; 22 公分 .-- (知道的書 Catch
on ; HC0088) .-- ISBN 978-957-968943-4 (平裝) NT$600
1.金融市場 2.投資 561.7
財富背後的法律密碼 : 法律如何創
造財富與不平等 / 卡塔琳娜.皮斯托
(Katharina Pistor)著 ; 趙盛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1 .-416 面; 21x14.8 公分 .-- (from ; 130) .- ISBN 978-986-5406-23-3 ( 平 裝 )
NT$480
1.資本市場 2.法律 561.76
消失中的銀行 : 銀行業不再是金飯
碗,行員今後該怎麼生存?我要借錢
時,又該怎麼辦? / 浪川攻作 ; 鄭舜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issue ; 14) .-- ISBN
978-986-97208-9-2 (平裝) NT$320
1.銀行業 2.銀行經營 562
鄉民的金融科技手冊 / 黃崇哲, 藍弋
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
訓院, 10811 .-- 15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399-171-7 (平裝)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4.
問題集 562.029
數位破發點 / John Best 作 ; 方慧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
院,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172-4 (平裝)
1.銀行業 2.銀行管理 3.數位科技
562.029
一本初衷 : 第一銀行一二 0 週年行
史 / 鄭美玲總編輯 .-- 臺北市 : 第一
銀行, 10810 .-- 36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5-02-7 (平裝)
1.第一商業銀行 562.5433
心安理財 : 保險準、投資穩,一本讓
你兼顧圓夢和救急的人生理財書 /

宋炎本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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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986-477-760-0 (平裝) NT$380
1.理財 2.投資 3.成功法 563
打造富腦袋!從零累積被動收入 : 小
資女的月收 6 位數理財攻略 / Selen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812 .-208 面; 21 公分 .-- (Happy fortune ;
018) .-- ISBN 978-986-136-317-2 (平裝)
1.理財 2.投資 563
全球第一個成熟商用區塊鏈框架 :
HyperLedger Fabric 實戰 / 楊毅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83-8 (平裝) NT$580
1.電子貨幣 2.電子商務 563.146
3 天搞懂權證買賣 : 1000 元就能投
資,獲利最多 15 倍,存款簿多一個 0! /
梁亦鴻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 (圖解
筆記 ; 17) .-- ISBN 978-986-248-848-5
(平裝) NT$320
1.認購權證 2.投資 563.5
巴菲特 / 信自力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7-6 (平裝) NT$350
1.巴菲特(Buffett, Warren) 2.投資 3.傳
記 563.5
投資學 / 盧嵐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0811 .-- 26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5-3
(平裝) NT$350
1.投資學 2.證券投資 3.證券市場
563.5
投資學 / 李顯儀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811 .-- 4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295-1 (平裝)
NT$560
1.投資學 563.5
衍生金融工具 / 曹廷貴, 馬瑾主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1-4 (平裝) NT$350
1.衍生性商品 563.5
道氏理論(致富新版) / 陳東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811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21-5 (平裝) NT$580

1.道氏理論 2.投資理論 3.投資分析
563.5
*第四類投資模式 : 行為技術分析,從
人性與金融市場的互動與碰撞,洞察
獲利勝機 / 保羅.亞佐巴帝(Paul V.
Azzopardi)著 ; 陳重亨譯 .-- 初版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
行,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2-3 (平裝) NT$380
1.投資心理學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
析 563.5014
近期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及其
影響分析 / 史惠慈, 蘇筑瑄, 陳澤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經院出版社,
10811 .-- 70 面; 23 公分 .-- (當前經濟
問題分析系列 ; 56) .-- ISBN 978-9865795-44-3 (平裝) NT$350
1.國外投資 2.經濟政策 3.中國
563.528
人人都能學會靠零股存千萬全圖解 /
<<Smart 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
邦文化, 10811 .-- 2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244-3-9 ( 平 裝 )
NT$24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主力的思維 : 日本最神操盤手獲利
230 億的賺錢祕訣 / cis 著 .-- 初版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
行,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4-7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以類神經網路預測股價的波動 / 林
東 慶 著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
108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4-440-6 (平裝)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4.
神經網路 563.53
買在起漲點 : 年賺 32%操盤手的 K
線實戰術 / 凌波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 10812 .-- 352 面; 23 公
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IN10037) .-ISBN 978-957-9054-43-0 ( 平 裝 )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超級績效. 3 : 動能大師圓桌論壇 / 馬
克.米奈爾維尼(Mark Minervini)等作 ;
陳民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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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264 面; 21 公分 .-- (寰宇投
資策略 ; 440) .-- ISBN 978-986-979853-2 (平裝) NT$42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風險管理
563.53
誰都學得會的最強選股公式 GVI :
每月選股 1 小時,勝過每天盯盤 8 小
時。股市新手平均報酬 15%! / 葉怡
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812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7983-5-8 (平裝) NT$29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中國政府管制、外部審計與配股融
資 : 來自中國證券市場 / 王良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2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7-5 (平裝) NT$380
1.證券市場 2.融資 3.中國 563.62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二科 : 重點整理+
試題演練 / 陳宜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6716 (平裝)
1.投資組合保險 563.7
海 上保險原 理與實 務 / 袁建華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52-0 ( 平 裝 )
NT$480
1.海上保險 563.76
政 府採購法 之實用權 益 / 林鴻銘
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
10810 .-- 376 面; 21 公分 .-- (權益法
案系列 ; 7) .-- ISBN 978-957-485-4783 (平裝) NT$45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會計與租稅時論 : 法規、理論與實
務 / 沈政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810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6-4 (平裝) NT$400
1.租稅 567
正當法律程序與稅務判決 / 蔡孟彥
等作 ; 葛克昌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811 .-- 4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38-4 (平裝)
NT$520
1.稅法 2.訴訟程序 3.判決 567.023
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 第十一卷 / 熊
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9-5 (平裝) NT$480
1.稅法 2.判例解釋例 567.023
稅法解釋與判例評註. 第十卷 / 熊偉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1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28-8 (平裝) NT$580
1.稅法 2.判例解釋例 567.023
稅捐處罰法與行政法院判決 / 蔡孟
彥等作 ; 葛克昌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811 .-- 4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37-7 (平裝)
NT$530
1.稅法 2.租稅處罰 3.行政法 4.判決
567.023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 峻誠稅務記
帳士事務所作 .-- 十五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看圖跑機關系列 ; 4) .-- ISBN 978957-485-479-0 (平裝) NT$270
1.節稅 2.營業稅 3.營利事業所得稅
567.073
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 108 年版 /
財政部法制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政部, 10812 .-- 41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5-03-4 (精裝)
NT$250
1.遺產稅 2.贈與稅 3.法規
567.233023
古代稅賦 : 歷代賦稅與勞役制度 / 易
述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7-0
(平裝) NT$200
1.田賦 2.租稅 3.中國 567.38
納稅、避稅與反避稅 / 劉李勝, 劉雋
亭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811 .-- 2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45-2 ( 平 裝 )
NT$550
1.租稅 2.租稅規避 3.中國 567.92

政治
政治學 / 亞里斯多德著 ; 蕭育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21 (平裝) NT$420
1.政治學 570
政治的消融與萌生 : 新自由主義國
家的治理效應 / 黃應貴, 林開世主

編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810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74-4-8 (平裝)
1.政治學 2.新自由主義 3.文集
570.7
紅色滲透下的民主危機 / 台灣教授
協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
書, 10810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0-1 (平裝) NT$300
1.民主政治 2.文集 571.607
公民自習簿 / 陳儀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56 面; 21
公分 .-- (Revolution ; 17) .-- ISBN 978957-13-7997-5 (平裝) NT$320
1.公民權 2.民主政治 3.政治參與
572.2
反對選舉 / 大衛‧范‧雷布克(David
Van Reybrouck)著 ; 甘歡譯 .-- 初版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3) .-- ISBN 978986-323-321-3 (平裝) NT$350
1.民主政治 2.選舉 572.3
王的歷史 : 英國、日本、荷蘭仍保
有王室,法、德、中、俄的「王」為
何消失?追朔王室的繼承之謎,看見
歷史的真相。 / 宇山卓榮著 ; 郭凡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8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654-50-0 (平裝) NT$360
1.王室制度 2.世界史 572.52
亡國感的逆襲 : 臺灣的機會在哪裡 /
莊瑞琳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山出版,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春山之聲 ; 11) .-- ISBN 978-98698042-5-7 (平裝) NT$380
1.臺灣政治 2.文集 573.07
幻術 / 蘇敬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22-3 ( 平 裝 )
NT$15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3.影評 573.07
*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 / 陳隆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新世紀文
教基金會, 10810 .-- 350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智庫叢書 ; 10) .-- ISBN 978986-93498-6-4 (平裝) NT$300
1.臺灣政治 2.公民投票 3.國際法 4.
聯合國 573.07
你還不知道的韓國瑜 / 黃光芹作 .-初版 .-- 臺北市 : 黃光芹出版 ; 新北
市 : 貿騰發賣總經銷, 10810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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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47 (平裝) NT$35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美中臺三個生死戀人 : 臺灣價值關
鍵報告 / 柳清男作 .-- 新北市 : 明田
文化,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83703-5-7 ( 平 裝 )
NT$250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573.07
思 想被宰制 的福爾摩 沙 / 陳慶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慶坤,
10810 .-- 16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6-7 (平裝) NT$40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國際橋牌社的時代 : 台灣第一部政
治職人劇與它的時代故事 / 陳德愉,
吳崑玉, 石芳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17-0-4 (平
裝) NT$480
1.臺灣政治 2.民主化 3.政治變遷
573.07
最大公約數? / 孫榮富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12-9
(平裝) NT$19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臺灣與民主的距離 / 馬英九基金會,
長風基金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8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413-8 (平裝)
1.臺灣政治 2.民主化 3.文集 573.07
給台灣的八個建議 / 王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王丹自
選集 ; 5) .-- ISBN 978-986-97513-8-4
(平裝) NT$320
1.臺灣政治 2.兩岸關係 3.文集
573.09
愛與和平 : 從台海兩岸和好開始 : 一
位退休大使的心願 / 戴瑞明著 .-- 臺
北市 : 時英,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9-8-5 (平裝)
NT$350
1.兩岸關係 2.宗教與政治 3.文集
573.09
選賢任能 : 歷代官制與選拔制度 / 王
金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0-9
(平裝) NT$200

1.官制 2.中國政治制度

573.1

古代戶籍 : 歷代區劃與戶籍制度 / 邢
建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5-6
(平裝) NT$200
1.戶籍 2.中國 573.26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偵查要領彙編.
2020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編輯 .-臺北市 : 臺北地檢署, 10811 .-- 4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115 (平裝)
1.選舉法規 573.3
選舉不該犯的 26 條錯誤 / 鄭書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07-0 (平裝) NT$250
1.選舉 2.文集 3.臺灣 573.307
府衙古影 : 古代府衙的歷史遺風 / 趙
一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5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7-6
(平裝) NT$400
1.政府組織 2.歷史 3.中國 573.4
人事行政法制作業錦囊 / 游至宏編
輯 .-- 三版 .-- 臺北市 : 人事行政總處,
10811 .-- 8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3-28-4 (精裝) NT$250
1.人事行政 2.人事法規 573.4023
文武科舉 : 科舉歷史與選拔制度 / 鐘
雙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8-2 (平裝)
NT$150
1.科舉 2.歷史 3.中國 573.441
中華民國考試院院史 / 考試院院史
編撰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考試院,
1090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1-21-1 (精裝) NT$900
1.考試院 2.歷史 573.442
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 中華民國 107
年 /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內政部, 10810 .-- 25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8-04-2 (平裝)
NT$150
1.公共行政 2.人口統計 3.生命統計 4.
中華民國 573.561028
國會助理工作手冊. 2020 / 田麗虹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誌文化,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10-194-0 (平裝) NT$340

1.立法院 2.國會 3.工作說明書
573.66
議案審議 : 立法院運作實況 / 周萬來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2-9 (平裝) NT$550
1.立法 2.法律 573.664
思索家邦 : 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
香港 / 徐承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801-894-5 ( 平 裝 )
NT$500
1.中國政治制度 2.政治思想史 3.文
集 4.香港特別行政區 573.938
中國崛起與全球秩序的重組 / 林子
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6-9 (平裝) NT$350
1.中國大陸研究 2.國際關係 3.政治
經濟 574.1
從制度看中國政府公信力 : 邏輯、
評價與提升 / 檀秀俠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16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8-5 (平裝) NT$250
1.中國大陸研究 2.中國政治制度
574.1
中美日大國戰略比較研究 / 趙全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5-2 (平裝) NT$520
1.中國外交 2.中美關係 3.中日關係 4.
國家戰略 574.18
歐洲 1989 : 現代歐洲的關鍵時刻,從
冷戰衝突到政治轉型,解讀新自由主
義之下的舊大陸與新秩序 / 菲利浦.
泰爾(Philipp Ther)著 ; 王榮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536 面; 21
公分 .-- (courant) .-- ISBN 978-986344-704-7 (平裝) NT$580
1.政治發展 2.新自由主義 3.歐洲
574.4
英國政府與政治 / 黃琛瑜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0-6
(平裝) NT$380
1.英國政府 2.政治制度 574.41
金門縣施政指標(民國 101 年-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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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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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10-5 (平裝) NT$150
1.公共行政 2.政府統計 3.福建省金
門縣 575.231/205
南投縣政府重要紀事. 2018 / 林琦瑜
總編輯 .-- 南投市 : 投縣府, 10812 .-1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06-6 (平裝)
1.公共行政 2.南投市 575.33/119
高雄市第 3 屆市長、市議員、里長
及第 2 屆山地原住民區長、區民代
表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
至第 16 案選舉實錄 / 高雄市選舉委
員會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選委
會, 10810 .-- 8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3-44-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1.地方選舉 2.公民投票 3.高雄市
575.33/131.3
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 / 蔡震榮, 黃清
德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1-2 (平裝) NT$400
1.警政法規 575.8
*綠色廚房滅火器供應商的評估及管
理機制之研究 / 吳許得作 .-- 高雄市 :
吳許得, 10809 .-- 11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107-5 (平裝)
1.消防設施 2.滅火器 575.875
圖解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盧守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3-6 (平裝) NT$600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575.875
移民政策與法規 / 張瀚騰編著 .-- 第
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91-8 (平裝)
1.移民 2.公共政策 3.移民法 577.61
國家的決斷 : 給臺灣人看的二戰後
國際關係史 / 張國城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448 面; 21 公分 .-- (八旗論
壇 ; 1) .-- ISBN 978-957-8654-84-6 (平
裝) NT$450
1.國際關係 2.國際政治 3.當代史
578.1
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
在兩強間的抉擇 / 吳玉山, 楊三億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
10810 .-- 250 面; 24 公分 .-- (中興大

學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系列叢
書) .-- ISBN 978-986-98225-1-0 (平裝)
NT$350
1.國際關係 2.國際政治 3.文集
578.107
「中華民國」首屆總統蔣介石的靈
言 : 守護日本與亞洲和平的國家戰
略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
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
福科學出版, 1081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44-0-6 (平裝)
NT$35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578.193
南海航行自由 : 中美觀點 / 高木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藏經閣文化創
意, 10811 .-- 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397-0-9 (平裝) NT$200
1.南海問題 2.中美關係 578.193
保釣運動全紀錄 / 本田善彥著 ; 風間
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312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
庫) .-- ISBN 978-957-08-5415-2 (平裝)
1.保釣運動 2.釣魚臺問題 3.臺灣史
578.193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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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1-9 (平裝)
1.法學 580

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彙編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主編 .-- 修正第十四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812 .-- 216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433-43-7 ( 精 裝 )
NT$480
1.契約 2.消費者保護法規 584.31

海巡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2-6
(平裝)
1.法學 580

住宅租賃法律彙編 / 柯貴勝編著 .-臺中市 : 柯貴勝, 10810 .-- 3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8-1 (平
裝) NT$350
1.租賃 2.住宅 584.385

千萬別來念法律 / 楊智傑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56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庫 ; 38) .-- ISBN
978-957-763-719-2 (平裝) NT$320
1.法學教育 580.3
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 / 馮惠平作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1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36-0 (平裝) NT$500
1.法制史 580.9

甜蜜的敵人 : 英法情仇史三百年 : 從
路易十四、邱吉爾到歐盟 / 羅伯特.
圖姆斯(Robert Tombs), 伊莎貝爾.圖
姆斯(Isabelle Tombs)著 ; 馮奕達譯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7165-74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71658-1 ( 下冊: 平 裝) .-- ISBN 978-98697165-9-8 (全套:平裝)
1.外交 2.文化交流 3.英國 4.法國
578.41

法治天下 : 歷代法制與公正嚴明 / 易
述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2-4
(平裝) NT$200
1.中國法制史 580.92

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 / 史蒂芬.華特
(Stephen M. Walt)著 ; 林詠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703-0 (平
裝) NT$460
1.美國外交政策 2.國際政治 578.52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
庫 / 林俐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6-4 (平
裝)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581.23

歐巴馬時期的美中權力競逐 / 柳惠
千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812 .-- 426 面; 21 公分 .-- (DO 觀
點 ) .--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4-9 (平裝) NT$550
1.美國外交政策 2.中美關係 578.52

法律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 林俐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811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887-1 (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581.23

*民法概要 : 案例式 / 陳國義著 .-- 第
六版 .-- 高雄市 : 翠柏林, 10812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97-47-5 (平裝) NT$700
1.民法 58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 陳廷献
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4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4-3 (平裝) NT$520
1.債法 584.3
50

財富繼承實務詳解 : 人生最重要的
理財課 / 蘇家宏, 恩典法律事務所律
師團隊作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夢
想製造多媒體整合, 10811 .-- 1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9797-6-5
(平裝) NT$198
1.財產繼承 2.法規 3.論述分析
584.5
實用非訟事件法 / 林洲富著 .-- 12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4-4
(平裝) NT$500
1.非訟事件 584.8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
任穎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3-3 (平裝)
1.刑法總則 585.1
刑法各論 / 陳子平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811 .-- 9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511-227-1 (下冊:精裝)
1.刑法分則 585.2
*黑錢 : 跨國企業主宰與顛覆全球經
濟 的 手 段 / 大 衛 . 蒙 特 羅 (David
Montero)作 ;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一起來, 遠足文化, 10811 .-352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思 ; 17) .-ISBN 978-986-98150-1-7 ( 平 裝 )
NT$450
1.賄賂罪 585.24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
實錄論文集. 2019 年 / 陳明呈等合
著 ; 法務部廉政署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務部廉政署, 10810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3-061 (精裝) NT$350
1.貪瀆罪 2.文集 585.2407
醫療紛爭 : 在臨床醫學與法律實務
的探討 / 李伯璋, 曾平杉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39-1
(平裝) NT$450
1.醫療糾紛 2.醫事法規 585.79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
陳 盛, 王一周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727 (平裝)
1.民事訴訟法 2.刑事訴訟法 586
民 事訴訟法 理論與案 例 / 林洲富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2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30-1 (平裝) NT$520
1.民事訴訟法 2.論述分析 586.1
第三人程序參與 : 民事程序法焦點
論壇. 第七卷 / 姜世明等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0-7
(平裝) NT$400
1.訴訟程序 2.民事訴訟法 3.文集
586.4107
鄉鎮市調解法令解釋彙編 / 法務部
法律事務司編輯 .-- 七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10812 .-- 25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43-10-8 ( 平 裝 )
NT$200
1.調解 2.民事訴訟法 586.48
*票據法 : 案例式 / 陳國義著 .-- 第七
版 .-- 高雄市 : 翠柏林, 10812 .-- 3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97-468 (平裝) NT$700
1.票據法規 587.4
中國保險法視維之保險法律人札記 /
潘紅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811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34-9 (平裝) NT$250
1.保險法規 2.中國 587.5
中國保險法視維之保險法專題及熱
點問題研究 / 潘紅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812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233-2 (平裝)
NT$580
1.保險法規 2.中國 587.5
行政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45-1 (平
裝) NT$400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概要 / 蔡震榮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810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733-8 (平裝)
NT$600
1.行政法 588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1-7
(平裝) NT$200
1.軍事史 2.中國 590.92

公務人員特種人事法規彙編 / 銓敍
部編 .-- 臺北市 : 銓敍部, 10812 .-1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1-17-4 (平裝)
1.公務人員法規 2.人事法規 588.12

強人眼下的軍隊 : 1949 年後蔣中正
反攻大陸的復國夢與強軍之路 / 柴
漢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6-0908-9 (平裝) NT$400
1.軍事史 2.中華民國 590.933

畜牲法官以及陳師孟的嘴臉 / 蕭廣
政著 .-- 初版 .-- 南投縣名間鄉 : 蕭廣
政, 10812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6899-0 (平裝) NT$300
1.司法制度 2.個案研究 3.文集
589.07
臺灣高等檢察署署誌(民國 34 年-108
年) : 獬冠傳薪 / [臺灣高等檢察署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高檢署,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443-078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44308-5 (下冊:精裝) .-- ISBN 978-9865443-09-2 (全套:精裝) NT$1500
1.臺灣高等 b 檢察署 2.歷史 589.5
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研究 : 以歷史制
度主義為視 / 陳志勇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3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2-2 (平裝) NT$450
1.司法制度 2.行政救濟 3.香港
589.92
不完美的正義 : 司法審判中的苦難
與 救 贖 / 布 萊 恩 . 史 蒂 文 森 (Bryan
Stevenson)著 ; 王秋月譯 .-- 二版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1 .-- 432 面; 21 公分 .- 電影書衣版 .-- ISBN 978-986-344710-8 (平裝) NT$450
1.司法行政 2.社會正義 3.美國
589.952

軍事
軍事新聞論壇. 第七集 / 邊明道等作 ;
曹開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
大學政戰學院, 10811 .-- 20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7-9 (平
裝) NT$300
1.軍事 2.軍事新聞 3.媒體 4.文集
590.7
兵器陣法 : 歷代軍事與兵器陣法 / 信
自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5 面; 23 公分 .-51

兩宋人物兵學思想與軍事文學研究 /
王偉建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聖環圖
書, 10811 .-- 4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1-230-8 (平裝) NT$700
1.兵學 2.軍事史 3.中國傳記 4.宋代
592
漫畫新世紀孫子兵法 : 孫子式戰略
思考,史上最強商戰「謀勝」教科書
/ 長尾一洋著 ; 石野人衣繪 ; 謝承翰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7645-96-8 (平裝)
NT$380
1.孫子兵法 2.漫畫 592.092
增訂武經註解.孫子 / 于湖, 夏振翼,
遯闇纂訂 ; 猷溪, 包國甸, 次候校定 .- 初版 .-- 臺南市 : 奉元, 10810 .-- 248
面; 23 公分 .-- (奉元夏學叢書 ; 1) .-ISBN 978-986-96992-8-0 ( 平 裝 )
NT$300
1.孫子兵法 2.注釋 592.092
聯合作戰計畫程序作業手冊 / 美國
海軍戰爭學院聯合作戰部門作 ; 盧
文豪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
學, 10812 .-- 390 面; 21 公分 .-- (軍事
參考譯著 ; 198) .-- ISBN 978-9865446-12-3 (平裝) NT$400
1.作戰計畫 2.聯合作戰 3.美國
592.11
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 / 林
文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0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34-5 (平裝) NT$450
1.海權 2.戰略 3.國際關係 4.中國
592.42
戰事演義 : 歷代戰爭與著名戰役 / 信
自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5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5-5
(平裝) NT$200
1.戰史 2.中國 592.92

義烈孤雄 : 臨危授命、殿後抗共、
寧死不降的最後國軍將領盧英龍 /
盧保湘, 盧雪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金剛出版, 10810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216-4-6 ( 平 裝 )
NT$380
1.盧英龍 2.戰史 3.中華民國
592.9286
飛彈的科學 : 彈道飛彈、空對空飛
彈、地對艦飛彈、反衛星飛彈 從戰
略飛彈到戰術飛彈大解密! / 狩野良
典著 ; 魏俊崎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43-939-3 ( 平 裝 )
NT$380
1.飛彈 2.戰略 595.95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三軍軍史 / 孫建
中 作 .-- 臺 北 市 : 政 務 辦 公 室 ,
10811 .-- 416 面; 21 公分 .-- (軍史 ;
43) .-- ISBN 978-986-5446-11-6 (精裝)
NT$500
1.國民革命軍 2.軍事史 3.中華民國
596.8
海洋與國防專題講座論文集. 108 年
/ 郁瑞麟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國
防大學, 10812 .-- 19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6-10-9 ( 平 裝 )
NT$580
1.國防 2.海洋戰略 3.文集 599.07
聯合網際作戰 / Joint Chiefs of Staff
編 ; 張競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
大學, 10812 .-- 170 面; 21 公分 .-- (軍
事參考譯著 ; 197) .-- ISBN 978-9865446-13-0 (平裝) NT$260
1.網路戰 2.聯合作戰 3.美國 599.7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清代史學與史家 / 杜維運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448 面;
21 公分 .-- (歷史聚焦) .-- ISBN 978957-14-6737-5 (平裝)
1.史學史 2.清代 601.927
地理探究 : 地學歷史與地理科技 / 劉
文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0-2
(平裝) NT$200
1.地理學 2.歷史 3.中國 609.92

中國史

中國斷代史

史記會注考證 / 瀧川龜太郎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0 .-- 冊 .-ISBN 978-986-478-317-5 (全套:平裝)
NT$800
1.史記 2.注釋 610.11

日月胤征六論 / 王家歆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274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
叢刊 ; 501026) .-- ISBN 978-986-478316-8 (平裝) NT$320
1.書經 2.中國神話 3.研究考訂
621.117

古往今來 : 歷代更替與王朝千秋 / 鐘
雙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0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8-7
(平裝) NT$150
1.中國史 610.4
變法圖強 : 歷代變法與圖強革新 / 杜
友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1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1-6
(平裝) NT$200
1.政治改革 2.中國史 610.4
天下一統 : 歷代統一與行動韜略 / 鐘
雙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3-2
(平裝) NT$20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太平盛世 : 歷代盛世與開明之治 / 杜
友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5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4-9
(平裝) NT$20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你一定想看的簡單中國史 / 張承望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0 .-- 864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
用 ; 131) .-- ISBN 978-986-392-295-7
(平裝) NT$499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阿亮老師趣說中國歷史 : 魏晋南北
朝-隋唐 / 莊典亮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聚光文創, 10811 .-- 220 面; 22
公分 .-- (文學書屋. 歷史文學 ; 貳) .-ISBN 978-986-98108-1-4 ( 平 裝 )
NT$360
1.中國史 2.歷史故事 610.9
權力密碼 : 當歷史遇見經濟學 / 王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0645 種)(知史 ; 15) .-- ISBN
978-957-9314-43-5 (平裝) NT$30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52

秦漢史論稿 / 邢義田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812 .-- 6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14-6730-6 (平裝)
1.秦漢史 621.9
蒙曼說唐 : 武則天 / 蒙曼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456 面; 21
公分 .-- (重說.史 ; 1) .-- 暢銷經典
版 .-- ISBN 978-986-344-705-4 (平裝)
NT$399
1.(唐)武則天 2.傳記 3.唐史 624.13
*清史論集 / 莊吉發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810 .-- 470 面; 21 公
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25) .-- ISBN
978-986-314-491-5 ( 第 29 冊 : 平 裝 )
NT$660
1.清史 2.文集 627.007
新疆 1945 : 蔣介石重兵定天山 / 崔
保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0811 .-- 390 面; 23 公分 .-- (史
地傳記類 ; PC0826)(讀歷史 ; 109)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9-2
(平裝) NT$550
1.中華民國史 2.新疆省 628.58

中國文化史
馬桶原本是給馬用的嗎? : 從古人詞
語學文化常識. 4 / 姜湧等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67-38-2 ( 平 裝 )
NT$360
1.中國文化 2.問題集 630.22

中國外交史
古代外交 : 歷代外交與文化交流 / 唐
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121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6-3 (平裝)
NT$200

1.中國外交 2.外交史

640

中國與日本 : 傅高義的歷史思索 / 傅
高義(Ezra F. Vogel)作 ; 毛升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1 .-- 560 面; 23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482) .-- ISBN 978-986-479845-2 (精裝) NT$750
1.中日關係 2.外交史 643.1

中國地方志

千古都城 / 胡元斌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5-2 (平裝) NT$450
1.古城 2.中國 681.1
古城底蘊 : 千古傳奇的魅力古城 / 烏
日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5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9-1
(平裝) NT$350
1.古城 2.中國 681.1

交通巡禮 : 歷代交通與水陸運輸 / 唐
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12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19-4 (平裝)
NT$200
1.交通史 2.中國 670.8

古都遺韻 : 古都的厚重歷史遺韵 / 張
學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6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0-7
(平裝) NT$400
1.古都 2.中國 681.1

帶著文化遊名城 : 老北京記憶 / 劉嘯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經典書
架 ; 29) .-- ISBN 978-986-402-323-3
(平裝) NT$280
1.文化史 2.北京市 671.094

古鎮奇葩 : 物寶天華的古鎮奇觀 / 劉
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3-8 (平裝)
NT$350
1.古城 2.人文地理 3.中國 681.1

帶著文化遊名城 : 老上海記憶 / 慕小
剛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812 .-- 232 面; 23 公分 .-- (經典書
架 ; 30) .-- ISBN 978-986-402-324-0
(平裝) NT$280
1.文化史 2.上海市 672.094

城樓古景 : 雄偉壯麗的古代城樓 / 邢
建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1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0-6
(平裝) NT$350
1.古城 2.歷史性建築 3.中國 681.1

馬祖文化年鑑. 2018 / 連江縣政府文
化處執行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縣府, 10810 .-- 7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8-11-2 (平裝)
1.文化 2.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歷史開關 : 千年古城牆與古城門 / 周
廣雙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4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7-5
(平裝) NT$350
1.古城 2.中國 681.1

帶著文化遊名城 : 老廣州記憶 / 苗學
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812 .-- 272 面; 23 公分 .-- (經典書
架 ; 31) .-- ISBN 978-986-402-325-7
(平裝) NT$280
1.文化史 2.廣東省 673.34

千古要塞 : 南方的著名古代關隘 / 謝
登華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5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1-4
(平裝) NT$400
1.隘口 2.中國 681.5

蒼山下,洱海前 : 我的雲南擺攤人生 /
吳文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
化,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輕旅
行 ; 6) .-- ISBN 978-986-97606-1-4 (平
裝) NT$300
1.遊記 2.雲南省 673.569

雄關漫道 : 北方的著名古代關隘 / 張
學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5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3-7
(平裝) NT$400
1.隘口 2.中國 681.5

中國地理類志

長城縱覽 : 古代浩大的防禦工程 / 王
金鋒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61 面; 23 公分 .-53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8-3
(平裝) NT$400
1.長城 681.6
長城關隘 : 萬里長城的著名關卡 / 文
杰林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9-0
(平裝) NT$350
1.長城 681.6
王府勝景 : 北京著名王府的景緻 / 郭
豔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7-7
(平裝) NT$350
1.名勝古蹟 2.歷史性建築 3.中國
684
玉宇瓊樓 : 分佈全國的古建築群 / 馮
化志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3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4-5
(平裝) NT$350
1.名勝古蹟 2.歷史性建築 3.中國
684
寶塔珍品 / 李丹丹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4-5 (平裝) NT$400
1.名勝古蹟 2.中國 684
宮殿懷古 : 古風猶存的歷代華宮 / 周
麗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6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2-0
(平裝) NT$400
1.宮殿建築 2.中國 684.2

世界史地
你一定想看的簡單世界史 / 王奕偉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0 .-- 864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
用 ; 132) .-- ISBN 978-986-392-296-4
(平裝) NT$499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歷史是寫出來的 : 解讀世界歷史中
的真相 / 古吉兒著 .-- 臺北市 : 種籽
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241-1-8 ( 平 裝 )
NT$299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最後的十字軍東征 : 航海家達伽馬
的史詩旅程 / 奈傑爾.克里夫(Nigel

Cliff)作 ; 楊惠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480 面; 21
公 分 .-- (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
MU0027) .-- ISBN 978-957-8759-97-8
(平裝) NT$560
1.近代史 2.世界史 3.航海 712.4
決戰中途島 : 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 /
A. J. 巴克(A. J. Barker)原著 ; 王立田,
萬福明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星
光, 10810 .-- 192 面; 21 公分 .-- (星光
圖解戰史. 會戰系列 ; 6) .-- ISBN 978957-677-675-5 (平裝) NT$35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海戰史
712.844
*記憶宮殿 : 揭開史前遺址傳承千年
的秘密 : 在文字之前,回憶如何被塑
造 / 琳恩.凱利(Lynne Kelly)著 ; 張馨
方, 唐岱蘭譯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52-7-2 (平裝) NT$450
1.文明史 2.古代史 713.1
有趣的世界首都 : 繞著地球慢慢走 /
洋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
蟲, 10901 .-- 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41-5 (精裝) NT$360
1.首都 2.世界地理 3.繪本 718.5
白日夢旅行趣 : 環遊世界 35 國的奇
蹟旅程 / 漢克, 克莉絲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 (釀旅人 ; 4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60-3 ( 平 裝 )
NT$44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洛卡 / Loc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2 .-- 38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3-8019-3 ( 平 裝 )
NT$42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豐臣西軍與關原之戰 : 改變日本史
的最大會戰之謎 / 胡煒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2 .-320 面; 21 公分 .-- (大河 ; 49) .-ISBN 978-986-508-044-0 (平裝)
1.豐臣時代 2.戰役 3.日本史
731.259
*明治天皇 / 伊藤之雄著 ; 林靜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0 .-- 5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89-6-9 (平裝)
NT$600
1.明治天皇 2.傳記 3.日本史
731.271
珍珠港 : 日本帝國的殞落序幕 / 半藤
一利著 ; 鄭天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燎原出版, 10811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82-0-7 (平裝)
NT$320
1.日本史 2.第二次世界大戰 3.珍珠
港事件 731.2788
岩手 盛岡.花卷.平泉 / MAPPLE 昭文
社編輯部作 ; 彭智敏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812 .-- 152 面;
26 公分 .-- (MM 哈日情報誌系列 ;
34) .-- ISBN 978-986-461-199-7 (平裝)
NT$360
1.旅遊 2.日本岩手縣 731.7129
東京地鐵地圖快易通. 2020-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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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84 面; 25 公分 .-- (MOOK
地圖隨身 go ; 75) .-- ISBN 978-986289-492-7 (平裝) NT$350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旅遊地圖 4.
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京近郊地圖隨身 GO.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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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76 面; 25 公分 .-- (MOOK
地圖隨身 go ; 74) .-- ISBN 978-986289-493-4 (平裝) NT$340
1.旅遊 2.旅遊地圖 3.日本東京市
731.72609
出發!京阪神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
遊圖解 Step by Step. 2020 / 林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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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208 面; 23 公分 .-- (一看就
懂旅遊圖解 ; 22) .-- ISBN 978-986289-495-8 (平裝) NT$320
1.自助旅行 2.日本關西 731.7509

公司發行, 10811 .-- 288 面; 25 公分 .- (Theme ; KX0042) .-- ISBN 978-986289-498-9 (平裝) NT$399
1.旅遊 2.日本 731.9
玩日本排行程才不難!(東卷) / 呂宛
霖, 吳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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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288 面; 25 公分 .- (Theme ; KKX0041) .-- ISBN 978986-289-497-2 (平裝) NT$399
1.旅遊 2.日本 731.9
旅日趣 : 金澤、飛驒高山廣域遊 / 昭
文社編輯部作 ; 蕭睦頤, 方冠婷, 陳
聖怡譯 .-- 臺北市 : 華雲數位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264 面; 23 公分 .-- (旅日趣 ; 12) .-ISBN 978-986-95799-9-5 ( 平 裝 )
NT$499
1.旅遊 2.日本 731.9
開始在日本自助旅行 / 牛奶杰作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 288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303) .-- ISBN
978-986-336-359-0 (平裝) NT$399
1.自助旅行 2.日本 731.9
出發!首爾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
圖解 Step by Step.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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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192 面; 23 公分 .-- (一看就
懂旅遊圖解 ; 23) .-- ISBN 978-986289-496-5 (平裝) NT$320
1.自助旅行 2.韓國首爾市 732.7609
土耳其史 : 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 /
吳興東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812 .-- 4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36-8 (平裝)
1.土耳其史 735.11
開 始在土耳 其自助旅 行 / 吳靜雯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224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98) .-ISBN 978-986-336-364-4 ( 平 裝 )
NT$399
1.自助旅行 2.土耳其 735.19

出發吧!日本溫泉行 / Inpainterglobal
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0 .-- 3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0-3 (平裝) NT$350
1.旅遊 2.溫泉 3.日本 731.9

帶這本書去聖地 / 吳駿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生活.歷史) .-- ISBN 978957-14-6738-2 (平裝)
1.旅遊 2.以色列 3.約旦 735.39

玩日本排行程才不難!(西卷) / 呂宛
霖, 吳佳臻,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曼谷地鐵遊. 2020 年最新版 / media
porta 編 ; 王麗雅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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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1-182-3 (平裝)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旅遊地圖 4.
泰國曼谷 738.2719
越南史 : 鬥志昂揚而壓不倒的小龍 /
鄭永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360 面; 21 公分 .-- (國別史
叢書) .-- ISBN 978-957-14-6739-9 (平
裝)
1.越南史 738.31
開 始在新加 坡自助旅 行 / 張念萱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176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313) .-ISBN 978-986-336-363-7 ( 平 裝 )
NT$320
1.自助旅行 2.新加坡 738.79

臺灣史地
福 爾摩沙之 歷史與地 誌 / 于雅樂
(Camille Imbault-huart)原著 ; 郭維雄
編譯 ; 戴麗娟導讀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0 .-- 488 面; 21
公分 .-- (臺灣史料集成. 涉外關係資
料彙編 ; 3) .-- ISBN 978-986-5437-190 (精裝) NT$320
1.臺灣史 2.人文地理 733.2
福爾摩沙島史 / Ludwig Riess 原著 ;
姚紹基導讀.編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0 .-- 346 面; 21 公
分 .-- (臺灣史料集成. 涉外關係資料
彙編 ; 4) .-- ISBN 978-986-5437-20-6
(精裝) NT$260
1.臺灣史 733.2
臺灣歷史 / 沙永玲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衛文化,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489-1 (平
裝) NT$300
1.臺灣史 733.21
人類文明的母國就是台灣 / 何顯榮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台灣古文明研
究室, 10811 .-- 404 面; 23 公分 .-- (台
灣古文明系列叢書 ; 4) .-- ISBN 978986-85792-2-4 (平裝) NT$500
1.臺灣史 2.史前史 3.文明史
733.241
狂飆一夢 : 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
的人 / 廖建華, 何孟樺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廖建華,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9-6
(平裝) NT$350

1.社會運動史 2.臺灣民主運動 3.臺
灣 733.2929
轉型正義之路 : 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
周婉窈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人
權博物館, 108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15-2 ( 平 裝 )
NT$300
1.白色恐怖 2.臺灣史 3.政治轉型
733.2931
末代叛亂犯 : 「獨台會案」始末口
述訪談 / 廖建華, 黃佳玉編著 .-- 初
版 .-- 嘉義市 : 廖建華, 10810 .-- 3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74 (平裝) NT$300
1.政治迫害 2.口述歷史 3.訪談
733.295
在路上 On the road : 龍潭、關西、橫
山、竹東、北埔、峨眉、獅潭、大
湖、東勢 / 黃銘彰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編集者新聞社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0810 .-- 冊 .-- ISBN 978986-97654-5-9 (全套:平裝) NT$100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臺灣 733.4
*尋找湯姆生 : 1871 臺灣文化遺產大
發現 / 游永福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0 .-- 272 面; 26 公分 .- (見聞.影像 ; 7) .-- ISBN 978-986508-043-3 (平裝) NT$700
1.人文地理 2.照片集 3.臺灣 733.4
走讀老時光 : 建築、美學聚落與小
鎮,染一身溫潤人情 / 東販編輯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183-0 (平裝)
1.臺灣遊記 2.文化觀光 3.人文地理
733.6
跨越世紀的信號 : 書信裡的台灣史
(17-20 世紀) / 林逸帆等著 ; 張隆志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403-6 (平裝) NT$450
1.臺灣史 2.史料 3.書信 733.7
在地 real local : 北投.天母 / 黃銘彰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編集者新聞社,
10810 .-- 1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654-6-6 (平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臺北市北投區 4.
臺北市士林區 733.9/101.9/115.4
三芝尋風訪跡 : 田野訪查實錄 / 周正
義著 .-- 新北市 : 淡水社大, 10810 .-55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65-4-1 (平裝) NT$300
1.方志 2.田野工作 3.新北市三芝區
733.9/103.9/105.1
在地壯遊 : 新莊泰山的常民記憶 / 新
莊社大工作團隊等作 ; 曾美慧主編 .- 新北市 : 新莊社區大學, 10811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53-0-0 (平裝) NT$400
1.人文地理 2.新北市新莊區
733.9/103.9/145.4
續修南投縣志. 卷一, 沿革志, 大事紀、
歷史篇 / 羅啟宏等著 .-- 初版 .-- 南投
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3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2-7 (精
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九, 文化志, 文化事
業篇、文學篇、文獻篇、文化資產
篇 / 王惠姬, 張加佳, 陳亮州著 .-- 初
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4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20-2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二, 地理志, 自然地
理篇、人文地理篇 / 楊貴三等著 .-初 版 .-- 南 投 市 : 投 縣 文 化 局 ,
10810 .-- 3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3-4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八, 教育志, 學校教
育篇、社會教育篇、體育運動篇 /
王光燦, 邵祖威, 張齊顯著 .-- 初版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3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96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十, 藝術志, 視覺藝
術篇、 表演藝術篇、 工藝篇 / 謝文
華, 許明珠, 魏嚴堅著 .-- 初版 .-- 南
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6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21-9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七, 觀光志, 交通篇、
觀光景點篇、餐旅服務篇 / 陳靜寬
等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4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8-9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十一, 人物志, 政治
人物篇、經濟人物篇、社會人物篇、
文 教人物篇 、職官 表 / 張永楨等
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3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22-6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三, 住民志, 人口與
氏族篇、宗教與風俗篇、族群與婦
女篇 / 李宗信, 陳瑛珣, 邱正略著 .-初 版 .-- 南 投 市 : 投 縣 文 化 局 ,
10810 .-- 6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4-1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五, 社會志, 人民團
體與社會運動篇、社會福利篇、環
保衛生篇 / 邱正略, 許世融, 劉淑玲
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6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5-8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六, 經濟志, 農業與
水利篇、工業篇、商業金融篇 / 張
靜宜, 莊天賜, 王俊昌著 .-- 初版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3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72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四, 政事志, 自治與
選舉篇、戶政警消與役政篇、財稅
與主計篇、地政篇、公共建設篇 /
郭佳玲等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
文化局, 10810 .-- 63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2-16-5 ( 精 裝 )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尾, 編纂行政、資
料蒐集與編纂作業、附錄 / 張永楨
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0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24-0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續修南投縣志. 卷首, 綱目、輿圖、
纂修與特色、各志總論 / 張永楨, 陳
哲三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
局, 10810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11-0 (精裝) NT$500
1.方志 2.南投縣 733.9/119.1
在埔里發光 : 王灝未結集作品集 / 王
灝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335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

文化資產叢書 ; 224)(向大師致敬系
列叢書 ; 25) .-- ISBN 978-986-542210-3 (精裝) NT$400
1.人文地理 2.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4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一, 沿革志, 大事紀
/ 盧胡彬, 孟祥瀚撰 .-- 彰化市 : 彰縣
府, 10811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14-8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一, 沿革志, 大事紀
/ 盧胡彬, 孟祥瀚撰 .-- 彰化市 : 彰縣
府, 10811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15-5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一, 沿革志, 歷史篇
/ 許世融 撰 .-- 彰化 市 : 彰縣 府,
10811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13-1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公共建
設篇 / 莊天賜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
府, 10811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21-6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戶政警
消與役政篇 / 陳亮州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1 .-- 3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3-17-9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自治與
選舉篇 / 陳志華撰稿 .-- 彰化市 : 彰
縣府, 10811 .-- 40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3-16-2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地政篇
/ 陳柏廷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1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19-3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財稅篇
/ 楊書濠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1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20-9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與
環保篇 / 張淑卿撰稿 .-- 彰化市 : 彰
縣府, 10811 .-- 400 面; 30 公分 .-56

ISBN 978-986-5423-18-6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四, 經濟志, 工業篇
/ 劉漢奎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1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23-0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四, 經濟志, 交通觀
光篇 / 李宗信撰稿 .-- 彰化市 : 彰縣
府, 10811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25-4 (精裝)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四, 經濟志, 商業與
金融篇 / 莊漢華撰稿 .-- 彰化市 : 彰
縣府, 10811 .-- 36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3-24-7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新修彰化縣志. 卷四, 經濟志, 農業篇
/ 蔡泰彬, 莊世滋撰稿 .-- 彰化市 : 彰
縣府, 10811 .-- 3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3-22-3 ( 精 裝 )
NT$1000
1.方志 2.彰化縣 733.9/121.1
鐵道上的黃昏 : 社區的記憶 / 許評証,
許鈞雅主編 .-- 初版 .-- 彰化縣二林
鎮 : 彰化縣趙甲社區發展協會,
10811 .-- 7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3-0-9 (平裝) NT$250
1.人文地理 2.彰化縣二林鎮
733.9/121.9/105.4
大城小事美集了 : 跨域時代.東西港 /
張湘筠總編輯 .-- 臺中市 : 悅翔數位
印刷出版 ; [彰化縣] : 彰化縣東港社
區發展協會發行, 108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96-0-8 (平
裝)
1.人文地理 2.彰化縣大城鄉
733.9/121.9/109.4
大 成至聖先 師釋奠典 禮 / 陳桂蘭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155 面; 21 公分 .-- (. 第六
輯) .-- ISBN 978-986-5415-23-5 (平裝)
1.祭孔 2.民俗活動 3.臺南市
733.9/127.4
開基天后宮 / 曾國棟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17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 第
六輯) .-- ISBN 978-986-5415-22-8 (平
裝)

1.媽祖 2.寺廟 3.文化資產 4.臺南市
733.9/127.61
安平靈濟殿孤棚祭 / 吳明勳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139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資產
叢書. 第六輯) .-- ISBN 978-986-541524-2 (平裝)
1.民俗活動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安
平區 733.9/127.9/111.4
永 康廣興宮 境內擔餅 節 / 張耘書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153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
文化資產叢書. 第六輯) .-- ISBN 978986-5415-25-9 (平裝)
1.民俗活動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永
康區 733.9/129.9/119.4
高雄客庄樂富遊 / 周志承等採訪美
術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客委
會, 10810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06-5 (平裝)
1.旅遊 2.客家 3.高雄市 733.9/131.6
凱南帶路遊高雄 : 玩進新興、林園、
甲仙、岡山與前鎮,吃喝玩樂 5 大路
線全攻略! / 凱南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811 .-- 154 面; 21 公
分 .-- (釀旅人 ; 43) .-- BOD 版 .-ISBN 978-986-445-364-1 ( 平 裝 )
NT$500
1.旅遊 2.高雄市 733.9/133.6
圖說旗山紀事 : 美麗山城的百年今
昔筆記 / 莊淑姿著 .-- 二版 .-- 高雄
市 : 高市史博館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4-0 (平裝) NT$400
1.人文地理 2.產業 3.高雄市旗山區
733.9/133.9/147.4
旭日之村 : 臺東百年移民老村落 / 吳
珮琪, 陳東宏採訪撰稿 .-- 臺東市 :
東縣文化處出版 : 東縣府發行,
10811 .-- 2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07-3 (平裝) NT$350
1.生活史 2.人文地理 3.移民史 4.臺
東市 733.9/139.9/101.4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解說員手冊 / 林
俊全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011-0
(平裝) NT$150
1.旅遊 2.解說 3.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733.9/141.3

精彩廣聖 : 沙港廣聖殿文物典藏館
典藏品輯 / 陳宗銘總編輯 .-- 澎湖縣
湖西鄉 : 沙港廣聖殿文物典藏館,
10811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2-0-0 (平裝)
1.寺廟 2.文物 3.澎湖縣湖西鄉
733.9/141.9/111.6

歐洲史地

- ISBN 978-957-9199-74-2 ( 平 裝 )
NT$450
1.旅遊 2.北歐 747.09
瑞典模式 : 你不知道的瑞典社會,幸
福的 15 種日常 / 辜泳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759-4 (平裝)
NT$350
1.社會生活 2.瑞典 747.53

十字軍戰爭全史 / 喬納森.賴利-史密
斯(Jonathan Riley-Smith)著 ; 黃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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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560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歷史學堂 ; MU0028) .-- ISBN 978957-8759-98-5 (平裝) NT$680
1.十字軍東征 2.戰史 740.236

克羅埃西亞 斯洛維尼亞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 洪玉樹, 李詩涵
譯 .-- 第二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 (人人遊
世界 ; 29) .-- ISBN 978-986-461-201-7
(平裝) NT$420
1.旅遊 2.克羅埃西亞 3.斯洛維尼亞
749.369

英吉利的智慧 : 始終在經驗中求實 /
陸偉芳, 余大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35-0-8
(平裝)
1.民族性 2.文化 3.英國 741.3

開始在希臘自助旅行 / 林少凡作 .-四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 192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83) .-- ISBN
978-986-336-362-0 (平裝) NT$320
1.自助旅行 2.希臘 749.59

巴黎燒了沒? / 拉瑞.柯林斯, 多明尼
克.拉皮耶作 ; 陳岡伯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51-4 (平
裝) NT$380
1.法國史 2.第二次世界大戰
742.264

美洲史地

18!法客 : 18 歲在法國找到自己,謝謝
你的堅持!虎媽 / 王馨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457) .-- ISBN
978-986-443-944-7 (平裝) NT$350
1.遊記 2.交換學生 3.法國 742.89
開始在捷克自助旅行 / 黃以儒作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 192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314) .-- ISBN
978-986-336-361-3 (平裝) NT$290
1.自助旅行 2.捷克 744.39
十日 : 佛羅倫斯夏記疊影 / 桑妲文 .- 初版 .-- 高雄市 : 張妮娜, 10810 .-2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6-6 (平裝) NT$380
1.旅遊 2.義大利佛羅倫斯 745.7329
北歐旅行,奔向極光! : 一生要有一次
的極圈探險旅程 / 辛翠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發行,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57

最偉大的世代 / 湯姆.布洛考著 ; 褚
耐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811 .-- 4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2-3 (平裝) NT$50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傳記 3.美國
752.263
美利堅的智慧 : 實用與理想的合眾
為一 / 桂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視野 New Vision,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7-9-1 (平
裝)
1.民族性 2.文化 3.美國 752.3
季辛吉 1923-1968 年理想主義者 / 尼
爾.弗格森(Niall Erguson)著 ; 顧淑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9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989-7-6 (平裝)
NT$1200
1.季辛吉(Kissinger, Henry, 1923-) 2.傳
記 3.美國外交政策 752.4
溫哥華深度之旅(附:溫哥華都會區.
維多利亞市) / 海馬老爸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97) .-- ISBN
978-986-336-360-6 (平裝) NT$360

1.旅遊 2.加拿大

753.9

別睡,這裡有蛇! : 一個語言學家在亞
馬遜叢林 / 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L. Everett)著 ; 黃珮玲譯 .-- 二版 .-新北市 : 大家, 遠足文化, 10811 .-384 面; 22 公分 .-- (Common ; 5) .-ISBN 978-957-9542-82-1 ( 平 裝 )
NT$450
1.社會生活 2.語言 3.亞馬遜河
756.8213
秘魯,說走就走! / 陳貴芳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437 (平裝) NT$420
1.遊記 2.秘魯 758.29

非洲史地
非洲的智慧 / 沐濤, 張忠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7-8-4 (平裝)
1.文化 2.民族性 3.非洲 760.3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紐西蘭史 : 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 李
龍華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 (國別史
叢書) .-- ISBN 978-957-14-6740-5 (平
裝)
1.紐西蘭史 772.1

傳記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牛 頓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67-2
(平裝) NT$280
1.牛頓(Newton, Isaac, Sir, 1642-1727)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甘 地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69-6
(平裝) NT$280
1.甘地(Gandhi, Mahatma, 1869-1948) 2.
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史懷哲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68-9
(平裝) NT$280
1.史懷哲(Schweitzer, Albert, 18751965)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安徒生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7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0-2 (平裝) NT$280
1.安徒生(Andersen, H. C., (Hans
Christian), 1805-1875)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貝多芬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2-6
(平裝) NT$280
1.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伽利略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1-9
(平裝) NT$280
1.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2.
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居里夫人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3-3 (平裝) NT$280
1.居禮(Curie, Marie, 1867-1934) 2.傳
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林 肯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4-0
(平裝) NT$280
1.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2.
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南丁格爾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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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5-7 (平裝) NT$280
1.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迪士尼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6-4
(平裝) NT$280
1.迪士尼(Disney, Walt, 1901-1966) 2.
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海倫.凱勒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9-5 (平裝) NT$280
1.凱勒(Keller, Helen, 1880-1968) 2.傳
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哥倫布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7-1
(平裝) NT$280
1.哥倫布(Columbus, Christopher) 2.傳
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拿破崙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78-8
(平裝) NT$280
1.拿破崙(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1769-1821)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莫札特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0-1
(平裝) NT$280
1.莫札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萊特兄弟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4-9 (平裝) NT$280
1.萊特(Wright, Orville, 1871-1948) 2.
萊特(Wright, Wilbur, 1867-1912) 3.傳
記 4.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華盛頓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3-2
(平裝) NT$280
1.華盛頓(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凱 撒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1-8
(平裝) NT$280
1.凱撒(Caesar, Caius Julius, 102-44
B.C.)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愛因斯坦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
教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
牛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5-6 (平裝) NT$280
1.愛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愛迪生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2-5
(平裝) NT$280
1.愛迪生(Edison, Thomas A., 18471931) 2.傳記 3.漫畫 781.08
全彩漫畫寫給孩子的世界名人傳記 :
諾貝爾 /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
育,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小牛
頓漫畫館) .-- ISBN 978-957-9250-86-3
(平裝) NT$280
1.諾貝爾(Nobel, Alfred Bernhard,
1833-1896) 2.傳記 3.漫畫 781.08
三代緣 : 英千里家族與我 / 韓拱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千里先生獎
學金基金會, 10810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76-0-6 (平裝)
1.傳記 782.187

蘇東坡新傳 / 李一冰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812 .-- 冊 .-- ISBN 978957-08-5001-7 (全套:平裝) NT$1000
1.(宋)蘇軾 2.傳記 782.8516
蘇東坡新傳 / 李一冰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812 .-- 冊 .-- ISBN 978957-08-5267-7 (全套:精裝) NT$1200
1.(宋)蘇軾 2.傳記 782.8516
三造共和段祺瑞 : 清末民初影響政
局的天平 / 劉長城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4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5-3 (平裝) NT$650
1.段祺瑞 2.傳記 782.884
山西王閻錫山 / 李茂盛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5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8-4 (平裝) NT$750
1.閻錫山 2.傳記 782.886
廣東現代化的傳奇推手 : 南天王陳
濟棠傳 / 陳濟棠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0 .- 190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63)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7-2
(平裝) NT$240
1.陳濟棠 2.傳記 782.886
九死一生. 上卷, 赤地天網 / 陳星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1 .-- 334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5-8 ( 平 裝 )
NT$490
1.陳星 2.回憶錄 782.887
九死一生. 下卷, 風雪夜歸 / 陳星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1 .-- 240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6-5 ( 平 裝 )
NT$390
1.陳星 2.回憶錄 782.887
桔貓 / 陳語濤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120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358-9075 (平裝) NT$350
1.陳語濤 2.傳記 782.887

刻文學, 10810 .-- 冊 .-- ISBN 978-986387-321-1 (全套:精裝) NT$2400
1.趙紫陽 2.傳記 782.887
監獄日記 / 趙常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對話中國文庫 ; 2) .-ISBN 978-986-97513-9-1 ( 平 裝 )
NT$300
1.趙常青 2.傳記 782.887
本居宣長 : 文學與思想的巨人 / 田中
康二著 ; 黃佳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致良, 1081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786-965-4 ( 平 裝 )
NT$250
1.本居宣長 2.傳記 783.18
漫畫股市之神 : 是川銀藏波瀾萬丈
的一生 / 是川銀藏原著 ; 伊東誠漫
畫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 108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645-95-1 (平裝) NT$380
1.是川銀藏 2.傳記 3.漫畫 783.18
偉大的接班人 : 從造神運動、籠絡
權貴到高壓統治,揭密金正恩的權力
遊戲 / 安娜.費菲爾德(Anna Fifield)
著 ; 葉織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0812 .-- 400 面; 21 公分 .-(視野 ; 85) .-- ISBN 978-986-248-847-8
(平裝) NT$450
1.金正恩 2.傳記 3.北韓 783.288
林衡哲八十回憶集 / 林衡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文化
發行, 10811 .-- 320 面; 23 公分 .-- (臺
灣 文 學 叢 書 ) .-- ISBN 978-957-391093-0 (平裝) NT$360
1.臺灣傳記 783.31
海峽兩岸風雨人生 / 劉曉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1 .-- 392
面; 23 公分 .-- (心靈勵志 ; 48) .-ISBN 978-957-9267-40-3 ( 平 裝 )
NT$380
1.傳記 783.31

趙紫陽傳 : 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
盧躍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
刻文學, 10810 .-- 冊 .-- ISBN 978-986387-320-4 (全套:平裝) NT$1800
1.趙紫陽 2.傳記 782.887

巨匠之風 : 魯班技藝傳承的臺中故
事 / 陳學祈等作 ; 吳威志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勞工局, 1081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4-21-4 (平裝) NT$350
1.臺灣傳記 2.工匠 3.傳統技藝
783.32

趙紫陽傳 : 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
盧躍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

台灣客家名人錄 / 財團法人中央通
訊社編輯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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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員會,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4-03-8 (精裝)
1.臺灣傳記 2.客家 3.人名錄 783.32
八十自述 / 張燦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張燦文, 10811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48-8 (平裝)
NT$480
1.張燦文 2.臺灣傳記 783.3886
外交工作的回憶 / 金問泗原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811 .-- 220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55)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74-1 (平裝) NT$280
1.金問泗 2.外交人員 3.回憶錄
783.3886
玉蘭花飄香 : 陳千武翻譯集 / 許玉蘭
著 ; 陳千武譯 .-- 初版 .-- 南投市 : 投
縣文化局, 10811 .-- 151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1)(向大
師致敬系列叢書 ; 22) .-- ISBN 978986-5422-07-3 (精裝) NT$250
1.許玉蘭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我 的人生不 需要你按 讚 / 孫德榮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8-8 (平裝)
1.孫德榮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外科人生 : 林哲男醫師回憶錄 /
林哲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483) .-- ISBN 978986-479-842-1 (精裝) NT$300
1.林哲男 2.醫師 3.回憶錄 783.3886
俯仰 : 中華民國政略家張其昀 / 劉廣
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
岡出版部, 10810 .-- 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6-355-2 ( 精 裝 )
NT$800
1.張其昀 2.臺灣傳記 3.學術思想
783.3886
堅定的王者 : 從 0 到千萬美金俱樂
部 / 張定雄, 王芸婕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傳智國際文化,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實戰系列 ; B57) .-ISBN 978-986-97074-1-1 ( 平 裝 )
NT$360
1.張定雄 2.臺灣傳記 3.直銷 4.職場
成功法 783.3886
蓬萊百味臺灣菜 : 黃德興師傅的料
理人生 / 黃德興口述 ; 曾品滄主訪 ;
陳瑤珍, 陳彥仲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08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94-245-1 (平裝)
NT$420
1.黃德興 2.臺灣傳記 783.3886
歷史的腳印 : 王玄正先生伉儷百歲
誕辰紀念集 / 王隆升主編 .-- 初版 .-雲林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神農廣
播文學叢書 ; 54) .-- ISBN 978-98695119-3-3 (平裝)
1.王玄正 2.臺灣傳記 783.3886
攀 一座山 : 以生命書寫歷史長河的
鍾肇政 / 鍾延威著 .-- 初版 .-- 苗栗縣
銅鑼鄉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0812 .-450 面; 24 公分 .-- (口述訪談系列 ;
1) .-- ISBN 978-986-05-2716-2 (精裝)
NT$350
1.鍾肇政 2.臺灣傳記 783.3886
高峰之巔的聖者 / 巴努瑪蒂.那拉辛
漢(Bhanuomathi Narasimhan)著 ; 周家
麒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811 .-- 312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15) .-- ISBN 978-986-98204-1-7 (平裝)
NT$420
1.香卡(Shankar, Ravi, 1956-) 2.傳記 3.
靈修 4.印度 783.718
胡志明 / William J. Duiker 著 ; 夏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760 面; 21 公分 .-- (風雲人物 ; 5) .-ISBN 978-957-763-716-1 ( 平 裝 )
NT$800
1.胡志明 2.傳記 3.越南 783.838
蛻變的力量 / 黃貴華, 傅瑋瓊採訪整
理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8-7 (平裝)
1.黃貴華 2.傳記 783.868
屠格涅夫作品的析賞 / 洪鎌德著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550 (平裝) NT$520
1.屠格涅夫(Turgenev, Ivan Sergeevich,
1818-1883) 2.傳記 3.文學評論
784.88
普丁正傳 : 新沙皇的崛起與統治 / 史
蒂文.李.梅耶斯(Steven Lee Myers)著 ;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0812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52-8-9 (平裝) NT$799
1.普丁(Putin, Vladimir Vladimirovich,
1952-) 2.傳記 3.政治 4.俄國 7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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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奇蹟 : 盲人跑者喬治.曼多拉
的故事 / 威廉.巴契爾著 ; 吳玫瑛, 葉
宏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81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3-0 (平裝) NT$320
1.曼多拉(Mendoza, George, 1955-) 2.
運動員 3.馬拉松賽跑 4.傳記
785.28
凝視珍.雅各 : 城市的傾聽者、堅毅
的改革力量,影響 20 世紀城市風貌
最深遠的人物 / Robert Kanigel 著 ;
林心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 640 面; 21 公分 .-- (The
greatest) .-- ISBN 978-957-08-5416-9
(平裝)
1.雅各(Jacobs, Jane, 1916-2006) 2.傳記
3.都市計畫 4.都市更新 785.38
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二及三房族
譜 / 張璋全主編 .-- 初版 .-- 金門縣金
沙鎮 : 金門縣沙美張氏宗親會,
10812 .-- 6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20-0-6 (精裝) NT$600
1.張氏 2.族譜 789.2
山蓮賴氏族譜 / 賴建中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賴建中, 10810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63 (精裝) NT$2000
1.賴氏 2.族譜 789.33
台灣嘉義姜母寮沈氏宗譜 / 沈文俊
編纂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雲林縣 : 世界沈氏宗親總會發行,
10810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9-1094-7 (平裝) NT$600
1.沈氏 2.宗譜 789.33

文物考古
瘋文物,這樣保存舊對了 / 陳靜寬總
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0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17-6 (平裝) NT$350
1.文物保存維護 2.文物研究 790.72
圖解日本懷舊道具百科 / 岩井宏實
─著 ; 中林啓治圖 ; 連雪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811 .-144 面; 23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44
種)(知史 ; 14) .-- ISBN 978-957-931441-1 (平裝) NT$300
1.古器物 2.文集 3.日本 791.07
金銀生輝 : 金銀文化與藝術特色 / 李
俊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5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0-8
(平裝) NT$200
1.古器物 2.金屬工藝 3.中國 793
青銅時代 : 青銅文化與藝術特色 / 張
學亮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1-5
(平裝) NT$200
1.青銅器 2.中國 793
貨幣歷程 : 歷代貨幣與錢幣形式 / 楊
宏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27-9
(平裝) NT$200
1.古錢 2.貨幣史 3.中國 793.4
玉石之國 : 玉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 謝
滌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9-2
(平裝) NT$200
1.玉器 2.中國文化 794.4
古瓷之美 : 蓮房書屋藏中國古代陶
瓷器 / 林彥禮文字撰述 .-- 初版 .-- 桃
園市 : 林彥禮, 10812 .-- 336 面; 3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32-7 (卷 2:
精裝) NT$3600
1.古陶瓷 2.瓷器 3.中國 796.6
瓷器故鄉 : 瓷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 李
俊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4-6
(平裝) NT$200
1.古陶瓷 2.瓷器 3.中國 796.6
陶器尋古 : 陶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 謝
滌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5-3
(平裝) NT$200
1.陶器 2.中國 796.6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國際商貿與應用外語教學國際學術
研 討會論文 集 / 商貿外語學院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科大,
10810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52-9-2 (平裝) NT$300

1.外語教學 2.國際貿易 3.文集
800.3
瞄準翻譯科技應用與研究 / 史宗玲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810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873-8 (平裝) NT$350
1.自動翻譯 801.47
我的老師羅蘭.巴特 / 香塔勒.托瑪
(Chantal Thomas)著 ; 江灝, 賴亭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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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168 面; 21 公分 .-- (People ;
21) .-- ISBN 978-986-344-711-5 (平裝)
NT$280
1.巴特(Barthes, Roland, 1915-1980) 2.
傳記 3.語意學 801.6
(請說方言實驗室)文化教育體驗計
畫 / 林煌迪等撰文 .-- 臺南市 : 南市
文化局, 10811 .-- 26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5415-31-0 (平裝)
1.方言教學 2.臺灣 801.8933
語文釋要 / 馬顯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0812 .-- 430 面; 23 公
分 .-- (語言文字叢書) .-- ISBN 978986-478-318-2 (平裝) NT$600
1.語文 2.漢語 802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什麼是江湖? :
從古人詞語學文化常識 3 / 蘇建新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8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67-37-5 (平
裝) NT$360
1.漢語 2.中國文化 3.中國史 4.問題
集 802.022
泥鰍講古. 二 / 劉福秋作 .-- 苗栗縣
後龍鎮 :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苗縣觀
護協會, 10810 .-- 1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2285-4-1 (平裝)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常用漢字 / 季旭昇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811 .-- 5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07-35-3 (平裝)
NT$600
1.漢字 802.2
畫說部首最有趣. 動物卷.自然卷 / 劉
克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
化,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22-2 (平裝) NT$360
1.中國文字 2.漢字 802.27
常用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
群編著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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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 .-- 1584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429-495-4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
彩色新編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
編輯群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1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29-496-1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
駱英, 歐恩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8-8
(平裝)
1.漢語 2.作文 3.公文程式 802.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海巡特考版) / 駱英, 歐恩編著 .-- 第
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9-5 (平裝)
1.漢語 2.作文 3.公文程式 802.7
國文(論文寫作) / 黃淑真, 陳麗玲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811 .-- 3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676-1 (平裝)
1.漢語 2.作文 802.7
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 張甫任, 楊安
城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2 .-- 3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895-6 (平裝)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學華語開步走 : 幼兒教材 / 羅秋昭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433-208 (上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86-5433-21-5 (下冊: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
學華語開步走 : 幼兒教材教師手冊 /
羅秋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僑委
會,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433-22-2 ( 上 冊 : 平 裝 ) NT$150 .-ISBN 978-986-5433-23-9 (下冊: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
啟蒙經典 : 家教蒙學與文化內涵 / 陳
書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89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7-1 (平裝)
NT$150
1.蒙求書 2.漢語 3.讀本 802.81

文言文基本讀本 / 孫文學校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孫文學校, 10811 .-冊 .-- ISBN 978-986-97019-7-6 (上冊: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97019-8-3 (下冊:平裝) NT$280
1.文言文 2.讀本 802.82
我會說華語 / 曾金金等編撰 .-- 二
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12 .-- 冊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33-47-5
(第 1 冊:平裝) NT$120 .-- ISBN 978986-5433-48-2 (第 2 冊:平裝) NT$120
1.漢語 2.讀本 802.85
五百字說華語 / 劉紀華著 ; 蘇科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12 .-- 236 面; 30 公分 .-- 中柬埔寨
文版 .-- ISBN 978-986-5433-49-9 (平
裝) NT$2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印尼人輕鬆學中文單字 / 莎利阿思
妮 著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外語系
列 ; 22) .-- ISBN 978-957-9579-79-7
(平裝附光碟片) NT$359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華文教師手冊 / 羅秋昭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11 .-- 冊 .-(泰國版) .-- ISBN 978-986-5433-29-1
(第 5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5433-30-7 (第 12 冊:平裝) NT$9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華文補充教材 / 羅秋昭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811 .-- 冊 .-ISBN 978-986-5433-24-6 (第 1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86-5433-25-3
(第 2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86-5433-26-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86-5433-27-7
(第 4 冊:平裝) NT$1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華文課本 / 羅秋昭主編 .-- 三版 .-- 臺
北市 : 僑委會, 10811 .-- 冊 .-- 泰國版;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5433-31-4
(第 1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2-1 (第 2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3-8 (第 3 冊:平
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4-5
(第 4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5-2 (第 5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6-9 (第 6 冊:平
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7-6
(第 7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

986-5433-38-3 (第 8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39-0 (第 9 冊:平
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40-6
(第 10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33-41-3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70 .-- ISBN 978-986-5433-42-0 (第
12 冊:平裝) NT$7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正簡對照版)
/ 柯遜添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僑
委會, 10812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3-45-1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70 .-- ISBN 978-986-5433-46-8 (第
12 冊:平裝) NT$70
1.漢語 2.讀本 802.86
50 音帶著背! /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1 .-- 256 面; 17 公分 .-- (隨身外
語系列 ; 63) .-- QR Code 版 .-- ISBN
978-957-9138-50-5 (平裝) NT$249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副詞輕鬆學 : 我的日語超厲害! / 山
本峰規子著 .-- 2 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8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71-8 (平裝) NT$380
1.日語 2.副詞 803.166
初級電資實務日語. I / 賴優和, 横山
忠之, 王敏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811 .-- 17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86-964-7 ( 平 裝 )
NT$3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超簡單手繪旅遊日語 / 橋本友紀, 池
畑裕介著 ; 蔡承啟譯 .-- 增修二版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8-2
(25K 精裝附光碟片)
1.日語 2.旅遊 3.會話 803.188
日檢 N2 全攻略 / 李致雨, 北嶋千鶴
子著 ; 陳盈之, 張書懷譯 .-- 二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6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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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 雅典
日研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
文化, 10812 .-- 344 面; 15 公分 .-- (日
語大師 ; 53) .-- ISBN 978-986-977956-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日語 2.詞彙 3.語法 4.能力測驗
8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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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檢 JLPT N4-N5 關鍵單字 2,500 :
主 考官 的單字 庫完 全收錄 , 新日 檢
N4-N5 快速過關! / 濱田真由美著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8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62 (平裝) NT$37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檢 N4 言語知識全攻略(文字.語
彙.文法) / 張暖彗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瑞蘭國際, 10811 .-- 352 面; 23 公
分 .-- (檢定攻略系列 ; 63) .-- QR
Code 版 .-- ISBN 978-957-9138-49-9
(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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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 吉松由美, 千田晴
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 30) .-ISBN 978-986-246-565-3 (平裝附光碟
片) NT$325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一口氣學會韓語 40 音 / 金龍範著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812 .-144 面; 21 公分 .-- (玩玩韓語 ; 10) .-ISBN 978-986-246-563-9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韓語 2.發音 803.24
哥教的是韓語語感! / 王稚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0811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32534-3 (平裝)
1.韓語 2.讀本 803.28
追劇、韓綜、網民都在用的超融入
韓國語 / 李禎妮著 .-- 新北市 : 語研
學院, 10811 .-- 3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566-4-8 ( 平 裝 )
NT$380
1.韓語 2.會話 803.288
NEW TOPIK I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新韓檢初級聽力+閱讀全攻略 / 叢薇
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化,
1081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517-8-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讖詩三百首 : 由讖詩發現台語字音 /
黃明輝編注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
堂文化, 10810 .-- 6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02-515-3 ( 精 裝 )
NT$1200

1.臺語 2.詞典

803.33

台語羅馬拼音學習手冊 / 董峯政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社內社區
發展協會, 10810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23-0-3 (平裝)
1.臺語 2.語音 3.羅馬拼音 803.34
新港文化放送頭 / 董峯政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
會, 10810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23-1-0 (平裝)
1.臺語 2.讀本 803.38
臺文鹹酸甜 / 董峯政編著 .-- 初版 .-臺南市新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
會, 10810 .-- 1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035-9-0 (平裝)
1.臺語 2.讀本 803.38
初學越南語 輕鬆開口說! / 石井良佳
著 ; 陳維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
藤,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73-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世界圖繪 / 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
(Iohannes Amos Comenius), 保羅.克魯
森伯格(Paulo Kreutzberger)繪 ; 張淑
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2 .-- 360 面; 18 公分 .-- (iMAGE ;
3)(in ; 4) .-- ISBN 978-986-5406-35-6
(精裝) NT$700
1.羅曼語族 2.讀本 804.28
第一次學法語發音超簡單 / 派崔馬
丁 著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外語系
列 ; 19) .-- ISBN 978-957-9579-76-6
(平裝) NT$320
1.法語 2.發音 804.541
第一次學西班牙語發音超簡單 / 菲
利普吉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外語系
列 ; 21) .-- ISBN 978-957-9579-78-0
(平裝附光碟片) NT$320
1.西班牙語 2.發音 804.741
我的第一堂西語課 / 游皓雲, 洛飛南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0 .-- 224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
習 ; 67) .-- ISBN 978-957-9138-47-5
(平裝) NT$45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用 聽 的 背 英 單 7000 字 /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4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9-9 (32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詞彙 805.12
孩子的遊戲記憶圖解英語單字繪本 /
Allen 玉井光江監修 ; 手塚明美繪 ;
陳 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72 面;
29 公分 .-- (英語學習) .-- ISBN 978986-5503-12-3 (精裝) NT$370
1.英語 2.詞彙 805.12
終生受用 2000 生活單字 / 黃琪惠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企, 10811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265-9-7 (平裝) NT$300
1.英語 2.詞彙 805.12
瞬間反應!動動手,就會用 : 實用英文
單字急救包 / 張瑩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0-8 (平
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用片語輕鬆學英文文法 / 張慈庭英
語研發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
章, 108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49-3-3 (平裝) NT$360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爽學-無敵 300 常用片語/生活常用語
/ 曾婷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0811 .-- 6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5-9 (平裝附光
碟片) NT$299
1.英語 2.慣用語 3.會話 805.123

1.英語 2.語法

805.16

瞬間反應!五分鐘,上戰場 : 英文文法
大革命 / 吳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1-5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核心動詞角色圖鑑 : 看圖、秒
懂,一輩子不用錯 / 關正生, 煙草谷大
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66-5-5 (平裝) NT$249
1.英語 2.動詞 805.165
英語會話萬用句型 / LiveABC 互動
英語教學集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811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41-343-0 (平裝
附光碟片) NT$42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用英文玩世界 提升你的閱讀力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聲, 10810 .-- 200 面; 28 公分 .-- (常春
藤英文閱讀系列 ; ER03) .-- ISBN
978-986-5676-81-0 (平裝) NT$3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生活英語萬用手冊 / 張瑜凌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812 .-376 面; 23 公分 .-- (行動學習 ; 15) .-ISBN 978-986-97795-7-9 (平裝附光碟
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零基礎常用英語片語 / 張慈庭英語
研發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8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49-0-2 (平裝) NT$360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我用這幾句英文在全世界交朋友 /
Josephine L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點讀筆版 .-- ISBN 978-986-407-1302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讀本 805.18

彩色廣用英漢字典 / 張祥玫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812 .-- 1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4947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英文閱讀小意思 / 張慈庭英語教學
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2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2-2 (平裝)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

當代活用英漢大辭典 / 世一文化字
典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
一, 10812 .-- 24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493-0 (精裝)
1.英語 2.詞典 805.132

威尼斯商人 / William Shakespearem
原著 ; David Desmond O'Flaherty 改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Grade 3
經典文學讀本) .-- ISBN 978-986-318856-8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治療你的英語癌 / 鄒政威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凱 信 企 管 顧 問 ,
10812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6-6 (平裝) NT$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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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花園 /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原著 ; Davie Desmon O'Flaherty 改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144 面; 21 公分 .-- (Grade 3
經典文學讀本) .-- ISBN 978-986-318855-1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不用背英文! 玩遍全世界用中文就
GO! / 里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英
語 Jump ; 4) .-- ISBN 978-986-246-5646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瞬間反應!不費心,隨手 PO : 輕鬆在
網路秀英文 /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3-9 (平裝) NT$30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前 進 IELTS 雅 思 單 字 滿 分 筆 記 /
Ruan Esterhuyse, 維琪著 .-- 初版 .-桃園市 : 前進出版, 10811 .-- 3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7365-8-9
(平裝) NT$379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詞彙
805.189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能力測驗 /
江璞, Rick Crooks 合著 .-- 增訂二
版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10810 .-3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694-30-2 (平裝) NT$350
1.英語 2.能力測驗 805.1892
全民英檢初級 聽說讀寫 4 in 1 / 何誠
作 .-- 臺 北 市 : 寰 宇 知 識 科 技 ,
10812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35-0-0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 中級文法與練
習 / 馮景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
德文教, 10811 .-- 408 面; 23 公分 .-(全民英檢系列 ; GT004) .-- ISBN 978986-97538-7-6 (平裝) NT$399
1.英語 2.語法 805.1892
托福 TOEFL 字彙聖經 / 康老師, 威
廉老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視
野國際留學, 10811 .-- 5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789-8-7 (平裝)
NT$780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世界第一簡單!TOEIC TEST 新制多
益必考閱讀 / 關正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14-0 (平
裝) NT$399
1.多益測驗 805.1895
世界第一簡單 TOEIC TEST 新制多
益必考聽力 / 關正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15-7 (平
裝) NT$349
1.多益測驗 805.1895
看插畫 20 天背熟多益 600 核心單字
/ NE 能率英語教育研究所, Rob Webb
作 ; 關亭薇, 楊維芯, 黃詩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854-4 (平裝)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挑戰新制多益閱讀滿分 : 模擬試題
1000 題(解析版) / Choi Young Ken 作 ;
蘇裕承,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811 .-- 784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862-9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神猜解 TOEIC 多益模擬試題 : 「試
題」+「解析」+「攻略」一次搞定
/ 薛詠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812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5-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9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全攻略 : 培養聽力閱讀實
戰能力!完全自學 NEW TOEIC / 元靜
書, NEXUS 多益研究所著 .-- 初版 .-臺北市 : 笛藤, 10810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10-772-5 (平裝)
NT$720
1.多益測驗 805.1895
第一次學德語發音超簡單 / 格林莫
勒 著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0811 .-- 160 面; 21 公分 .-- (外語系
列 ; 20) .-- ISBN 978-957-9579-77-3
(平裝) NT$320
1.德語 2.發音 805.241

文學
美學與翻譯研究 / 董務剛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2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67-8 (平裝) NT$400
1.翻譯學 2.中國美學史 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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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介的話語 : 20 世紀中國文學在越
南 / 阮秋賢著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
出版 : 華藝數位發行, 10811 .-- 280
面; 21 公分 .-- (東亞學系列) .-- ISBN
978-986-437-175-4 (平裝) NT$580
1.中國文學 2.翻譯 3.越南語
812.026
文本與現代手稿研究 / 易鵬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觀點 ; 33) .-- ISBN
978-957-445-869-1 (平裝) NT$300
1.文本 2.手稿 3.文學評論 4.文集
812.07
超棒喜劇再解剖 : 魯蛇如何變英雄?
喜劇的獨特敘事結構大拆解 / 史提
夫.卡普蘭(Steve Kaplan)著 ; 呂繼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73-0-9 (平裝) NT$450
1.電影劇本 2.喜劇 812.3
超棒喜劇這樣寫 : 好萊塢喜劇教父
編劇技藝大解密 / 史提夫.卡普蘭
(Steve Kaplan)著 ; 呂繼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20-98 (平裝) NT$450
1.劇本 2.喜劇 3.腳本 812.3
看小說 / 西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範,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洪
範文學叢書 ; 358) .-- ISBN 978-957674-353-5 (平裝) NT$320
1.小說 2.文學評論 812.7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植物學 / 潘富俊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352 面;
23 公分 .-- (文學珍藏 ; 100) .-- ISBN
978-986-262-405-0 (平裝) NT$510
1.中國文學 2.植物學 820
進學致知 :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成
立 50 週年紀念研究論文集 / 劉德明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713 面; 26 公分 .-- (學術論
文集叢書 ; 1500012) .-- ISBN 978986-478-319-9 (平裝) NT$500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大風起兮 : 漢代文學選讀本 / 陳義芝,
陳怡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趨勢
基金會, 1081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090-9-3 ( 平 裝 )
NT$200
1.漢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02
從藝術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 : 聞一
多論稿 / 李樂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32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0-8 (平裝) NT$500
1.聞一多 2.學術思想 3.文藝評論
820.908
清末小說的生產與傳播 : 激昂沉潛
的時代悲歌 / 李彥東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1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88-3 (平裝) NT$350
1.晚清小說 2.文學評論 3.中國文學
史 820.9707
馮延巳其人其詞之詮釋與評議 / 王
秀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
社, 10810 .-- 367 面; 21 公分 .-- (輔仁
大學研究叢書 ; 220) .-- ISBN 978957-8843-40-0 (平裝)
1.(南唐)馮延巳 2.學術思想 3.詞論
823.84

中國文學總集
新譯六朝文絜 / 蔣遠橋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450 面;
21 公分 .-- (Insight) .-- ISBN 978-95714-6746-7 (平裝)
830.3
新 譯唐宋八 大家文 選 / 鄧子勉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32-0 (平裝)
830.4
二 十四節氣 的詩詞密 碼 / 章雪峰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811 .-224 面; 21 公分 .-- (經典智慧 ; 68) .-ISBN 978-986-178-505-9 ( 平 裝 )
NT$300
831
歷代詩詞信手拈來 / 黃淑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1024 面;
23 公分 .-- (中文可以更好 ; 50) .-ISBN 978-986-477-754-9 ( 精 裝 )
NT$1200
831

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對朱熹<<詩>>
觀之批評 / 張文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810 .-- 463 面;
21 公分 .-- (經學研究叢刊 ; 10) .-ISBN 978-986-5432-05-8 ( 平 裝 )
NT$400
1.(宋)朱熹 2.詩經 3.研究考訂
831.18
穿越雲朵的河流 / 涂靜怡等作 ; 琹川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秋水詩社,
10811 .-- 272 面; 17 公分 .-- (蘭溪秋
水 ; 1) .-- ISBN 978-986-98426-0-0 (精
裝) NT$320
831.8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雪泥鴻爪匯編. 二 / 香港東坡詩社社
員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81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5-970-2 (平裝) NT$240
851.486
淘氣書寫與帥氣閱讀 : 截句解讀一
百篇 / 卡夫, 寧靜海主編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2 .-- 34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截句詩
系 ; 41)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50-8 (平裝) NT$420
851.486
我的玩具 / 西西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洪範,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洪範文學叢書 ; 357) .-- ISBN 978957-674-352-8 (平裝) NT$350
855
來日綺窗前 : 藍晶散文集 / 藍晶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2 .-- 18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299)(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3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8-5 (平裝) NT$250
855
翠竹長青 / 宋川琦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上鋐書庫, 10810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914-2-0 (平裝)
NT$200
855
歪樓笑料趴 : 有點不正經才開心 / 馮
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Easy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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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44) .-- ISBN 978-986-98303-1-7
(平裝) NT$250
856.8
新譯世說新語 / (南朝宋)劉義慶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811 .-- 544 面; 21x14.8 公分 .-ISBN 978-957-9075-30-5 ( 平 裝 )
NT$299
1.世說新語 2.注釋 857.1351
聊齋志異 / 蒲松齡原著 ; 陳煌改寫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318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少年
版 ; 3) .-- ISBN 978-957-08-5411-4 (平
裝) NT$270
857.27
玉嬌梨 / 天花藏主人編撰 ; 石昌渝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33-7 (平裝)
857.44
好逑傳 / 名教中人編撰 ; 石昌渝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34-4 (平裝)
857.44
醒世姻緣 / 西周生原著 ; 蘇偉貞改
寫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430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少
年版 ; 4) .-- ISBN 978-957-08-5410-7
(平裝) NT$310
857.44
鏡花緣 / 李汝珍原著 ; 李潼改寫 ; 洪
義男插畫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288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
典名著少年版 ; 9) .-- ISBN 978-95708-5414-5 (平裝) NT$250
857.44
水滸傳 / 施耐庵原著 ; 陳燁改寫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0 .-- 336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少年
版 ; 1) .-- ISBN 978-957-08-5412-1 (平
裝) NT$270
857.46
那些把異鄉活成故鄉的女子 / 王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1 .-272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63) .- ISBN 978-986-133-705-0 ( 平 裝 )
NT$300
857.63
非 常人傳奇 之三千年 死人 / 倪匡
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774-9 (平裝) NT$240
857.63

司發行,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8775-7 (平裝)
857.7

人生售後服務部 / 千川作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798-6 (第 5
冊:平裝)
857.7

良宸吉嫁 / 葉沫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812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62-3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3-0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4-7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大唐狄仁傑之不死戰神 / 山河九歌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0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7-7 ( 平 裝 )
NT$365
857.7
公主病 / 朱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6-3 (平裝)
857.7
天作不合 / 孔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77101-E77103) .-- ISBN 978957-788-656-9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657-6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58-3
(卷 3:平裝) NT$260
857.7
天鬼戰兵 / 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5-046-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047-1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048-8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司茶皇后 / 意千重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 10810 .-- 冊 .-- (雲霄
系列) .-- ISBN 978-957-8749-71-9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8749-72-6 (第 6 冊:平裝) NT$280
857.7
全民修仙 / 情終流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7-031-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032-5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033-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034-9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035-6 (第 5 冊:平裝) NT$180
857.7
你是我的榮耀 / 顧漫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沖喜夫妻 / 福祿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812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67-8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8-5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9-2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沖喜閒妻 / 栩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6401-E76402) .-- ISBN 978957-788-637-8 (上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57-788-638-5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1 : 鬼香 / 夜不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夜不語
作品) .-- ISBN 978-957-741-241-6 (平
裝) NT$200
857.7
念君歡 / 村口的沙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冊 .-ISBN 978-957-9439-72-5 (卷一:平裝)
NT$320 .-- ISBN 978-957-9439-73-2
(卷二:平裝) NT$320
857.7
明媒善娶 / 夢三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1-169-4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1-170-0 ( 中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1-171-7 (下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1-172-4 (全
套:平裝)
857.7
武煉丹尊 / 小筆童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811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7-046-2 (第 1
冊:平裝) NT$170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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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金戴銀顏如玉 / 溫涼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352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76601) .-- ISBN 978-957-788-644-6
(平裝) NT$280
857.7
娘子聘夫百萬兩 / 長琴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藍海系列 ; E76801-E76804) .-- ISBN
978-957-788-645-3 ( 卷 1: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646-0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47-7 ( 卷 3: 平 裝 ) NT$260 .-ISBN 978-957-788-648-4 (卷 4:平裝)
NT$260
857.7
病夫不簡單 / 指尖的距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812 .-- 冊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065-4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6-1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財神嬌娘 / 雨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811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56-2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0-9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61-6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候鳥的勇敢 / 遲子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 (當代小說家 ; 29) .-- ISBN
978-986-344-709-2 (平裝) NT$350
857.7
望族貴媳 / 竹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76201-E76203) .-- ISBN 978957-788-633-0 (卷一:平裝) NT$250 .-ISBN 978-957-788-634-7 (卷二: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35-4
(卷三:平裝) NT$250
857.7
貴女選夫 / 向雲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77201-E77202) .-- ISBN 978957-788-654-5 (上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655-2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寒門修仙傳 / 豬哥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5-068-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69-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70-9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龍圖案卷集. 卷十六 / 耳雅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 10811 .-冊 .-- (詭事錄系列) .-- ISBN 978-9578749-74-0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57-8749-75-7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貴氣小地主 / 晴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77301-E77303) .-- ISBN 978957-788-659-0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660-6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661-3
(卷 3:平裝) NT$260
857.7

醫娘好神 / 金夕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811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57-9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58-6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59-3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無稽的神話 : 歷史的另一面 / 米高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23-6 (平裝) NT$399
857.7
欽賜蜜糖妻 / 酌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76901-E76904) .-- ISBN 978957-788-649-1 (卷 1:平裝) NT$250 .-ISBN 978-957-788-650-7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51-4
(卷 3: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52-1 (卷 4:平裝) NT$250
857.7
嫡女今世不當妾 / 清瓷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冊 .-(藍海系列 ; E76501-E76505) .-- ISBN
978-957-788-639-2 ( 卷 一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640-8
(卷二: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41-5 ( 卷 三 :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57-788-642-2 (卷四: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43-9
(卷五:平裝) NT$250
857.7
窮死人的冥府經濟學 / 陽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88-7
(平裝)
857.7
龍圖案卷集 / 耳雅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 10810 .-- 320 面; 21 公
分 .-- (詭事錄系列) .-- ISBN 978-9578749-73-3 (卷 15:平裝) NT$360
857.7

權力巔峰 / 夢入洪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812 .-- 冊 .-- ISBN
978-986-352-780-0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781-7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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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432 面; 21 公
分 .-- (境外之城 ; 97-98) .-- ISBN 978986-97944-7-3 (第 5 冊:平裝) NT$330
857.81
龍嘯夜行抄 / 唐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11 .-- 464 面;
21 公分 .-- (唐隱作品 ; 10) .-- ISBN
978-957-741-245-4 (平裝) NT$399
857.81
人若有理神也服 / 金榮華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口傳文學會, 10811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92-0-4 (平裝) NT$280
1.民間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58.07

兒童文學
妖怪客棧. 2 : 龍女的假期 / 楊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18-38-0 (平裝) NT$240
859.6

東方文學
5 分鐘後的意外結局 : 藍色推理 /
Gakken 編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67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5-5
(平裝) NT$300
861.57
DOUBLES!!網球雙星. 最終盤 / 天澤
夏月作 ; 李逸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22 面; 21 公
分 .-- (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57743-456-2 (平裝)
861.57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 蝸牛
くも作 ; Runoka 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8794-8 (第 9 冊:平裝)
NT$240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2 .-- 324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147-1 (第 17 冊:平
裝)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7, 4th 特攻強襲. 上 / 時
雨沢惠一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39-5 (平
裝)
861.57
人魚公主殺人事件 / 北山猛邦著 ;
R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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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NIL ; 31) .-- ISBN 978-957-9447-539 (平裝) NT$380
861.57
人間失格 / 太宰治著 ; 吳季倫譯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文豪書齋 ; 102) .-- ISBN 978986-384-396-2 (平裝)
861.57
另一位魔女 / 入間人間作 ;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258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文學) .-ISBN 978-957-743-457-9 (平裝)
861.57
本田小狼與我 / トネ.コーケン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812 .-- 26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743-445-6 (第 2 冊:平裝)
861.57
出版禁止 : 死囚之歌 / 長江俊和著 ;
劉愛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04 種)(奇.怪 ; 21) .-- ISBN
978-957-33-3491-0 (平裝)
861.57
尼特威能稱霸世界 / 百瀨祐一郎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812 .-- 356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743-448-7 (第 2 冊:平裝)
861.57
失落一代的反擊 / 池井戶潤作 ; 黃涓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95-5 (平裝)
861.57
尼爾 : 自動人形 少年寄葉 / 映島巡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91-7 (平裝)
861.57
自由人生 : 異世界萬事通奮鬥記 / 気
がつけば毛玉作 ; 響生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9-4
(第 3 冊:平裝)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
大森藤ノ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812 .-- 635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148-8 (第 14 冊:平
裝)
861.57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
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 ざ
っぽん作 ; 王麗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0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452-4 (第 1
冊:平裝)
861.57
自稱 F 級的哥哥似乎要稱霸以遊戲
分級的學園?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蒼
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4-9 (第 3 冊:平裝)
861.57
我家執事如是說 : 菜鳥主僕推理事
件簿 / 高里椎奈作 ; 洪于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238 面; 21 公分 .-- (角川輕.文學) .-ISBN 978-957-743-458-6 (第 9 冊:平裝)
861.57
你喜歡有點色色又變態的公主殿下
嗎? / お魚 1 号原作 ; 王啟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2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49-5
(第 1 冊:平裝)
861.57
岬 : 中上健次芥川獎小說傑作選 / 中
上健次著 ; 吳季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1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7995-1 (平裝)
NT$420
861.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 丘野優作 ; 林
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50-1 (第 5 冊:平裝)
861.57
花開小路四丁目的聖人 / 小路幸也
著 ; 吳季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3-7994-4 ( 平 裝 )
NT$380
861.57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2, 墮天之
翼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3-2 (平
裝)
861.57
勇者無犬子 / 和ヶ原聡司作 ;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2-5 (第 3 冊:平裝)
861.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15, 邪神症
候群 / 暁なつめ作 ; kazan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438-8 (平
裝)
861.57
看得見謊言的我,愛上了不說謊的妳
/ 櫻井美奈著 ; 林于楟譯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811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350-0-8 (平裝)
861.57
68

重裝武器. 13, 北歐禁獵區灰姑娘故
事 / 鎌池和馬作 ; 周奇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3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433-3 (平
裝)
861.57
重裝武器. 14, 最為明智的思考放棄 /
鎌池和馬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45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57-743-434-0 (平裝)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作 ; 陳冠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8803-7 (第 5 冊:平裝)
861.57
狼與辛香料. XXI, Spring Log. IV / 支
倉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29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57-743-432-6 (平裝)
861.57
這個勇者明明超 TUEEE 卻過度謹慎
/ 土日月原作 ; 張乃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6-3
(第 4 冊:平裝)
861.57
專業輕小說作家!. 1, 年收 2500 萬的
動 畫 化 輕 小 說 作 家 / 望公 太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812 .-- 30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743-453-1 (平裝)
861.57
最後的證人 / 柚月裕子作 ; 林冠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12 面; 21 公分 .-- (文學放
映所 ; 123) .-- ISBN 978-957-743-4609 (平裝)
861.57
盜賊神技 : 在異世界盜取技能 / 飛鳥
けい作 ; 李漢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 10812 .-- 冊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435-7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57-743-436-4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43-437-1 (第 7
冊:平裝)

861.57
虛構推理 / 城平京作 ; 陳梵帆譯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931 (平裝)
861.57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 駱駝
作 ;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812 .-- 冊 .-- ISBN 978-957743-440-1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441-8 (第 8 冊:平裝)
861.57
靠神獸們成為世界最強吧 / 福山陽
士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447-0 (第 3 冊:平
裝)
861.57
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 1 :
哼哼,我從今天開始就是你的女朋友
了......! / 旭蓑雄作 ; 李君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54-8 (平裝)
861.57
劇場偵探 : 2.5 次元舞台劇事件簿 /
佐藤友哉作 ; サマミヤ アカザ插畫 ;
黃涓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812 .-- 304 面 ; 21 公 分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 .-- ISBN 978957-743-461-6 (平裝)
861.57
獲得超弱技能「地圖化」的少年跟
最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 / 鴨野うど
ん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812 .-- 28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151-8 (第 2 冊:平裝)
861.5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 山口悟作 ;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81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1525 (第 2 冊:平裝)
861.57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 松浦作 ; 蘇聖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51-7 (第 1 冊:平裝)
861.57

鎌倉八百萬骨董堂 : 初次見面!付喪
神偵探 / 三萩千夜著 ; 涂紋凰譯 .-臺北市 : 皇冠, 108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3-3490-3 (平裝)
861.57
繪卷水滸傳. 第一部. 第四卷, 北斗之
黨. 下 / 正子公也, 森下翠著 ; 林錚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811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3-9 (平裝) NT$350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2 .-- 3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450-0 (第 2 冊:平
裝)
861.57
孿生子 / 藤崎彩織著 ; 王華懋譯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811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035-3 (平裝) NT$360
861.57
怪傑佐羅力之好吃的金牌 / 原裕文.
圖 ; 周姚萍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2 .-- 104 面; 21 公分 .- (怪傑佐羅力系列 ; 55) .-- 注音版 .-ISBN 978-957-503-516-7 ( 精 裝 )
NT$300
861.59
怪傑佐羅力消失了!? / 原裕文.圖 ; 周
姚萍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812 .-- 104 面; 21 公分 .-- (怪傑
佐羅力系列 ; 5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515-0 (精裝) NT$300
861.59
祕密的心情銀行. 2 : 小光的親情存
摺 / 藤本美鄉文 ; 田中六大圖 ; 陳珊
珊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811 .-- 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9-837-7 ( 平 裝 )
NT$280
861.59
鐵三日記 / mirocomachico 文/圖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380-47-8
(平裝) NT$350
861.6
人間失格又怎樣?Human Lost 手帳日
記 / 太宰治著 ; 石原淑子翻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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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391-7 (平裝)
861.67
洞 / 片惠英著 ; 梁如幸譯 .-- 初版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木馬
文學 ; 140) .-- ISBN 978-986-359-7414 (平裝) NT$360
862.57
順伊三寸 / 玄基榮作 ; 張介宗譯 .-臺北市 : 二二八基金會, 108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768-87 (平裝) NT$300
862.57
我現在是狗.老貓簡史 / 馬尼尼為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1081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7862-5-6 (平裝) NT$420
868.751

臺灣文學
現存臺灣青年復刻 / 劉維瑛策劃執
行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37-169 (全套:精裝)
1.臺灣文學 2.期刊 3.歷史 863.05
竹塹風華再現 :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 / 史書美等著 ;
陳惠齡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0810 .-- 520 面; 23 公分 .-- (學術
論文集叢書) .-- ISBN 978-986-478320-5 (平裝) NT$1200
1.臺灣文學 2.文集 863.07
<<K 書>>特刊 : Love Infinity / 列維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霧室出版 :
行人文化實驗室發行, 10811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149-17 (精裝) NT$52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863.2
文藝足跡 :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
作與實務精選輯 / 陳章錫等著 .-- 初
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文學
系, 10809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62-1 (平裝)
863.3
曲水遺風韻事賡 : 吳鸞旂、吳子瑜、
吳燕生詩文史料選集 / 施懿琳, 余美
玲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冊 .-- (臺文館叢書 ; 60) .--

ISBN 978-986-5437-51-0 (全套:平裝)
NT$500
1.臺灣文學 2.文學史料學 3.臺灣傳
記 863.3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9
/ 林榮森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280 面; 21 公
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26) .-ISBN 978-986-5422-23-3 ( 精 裝 )
NT$300
863.3
基隆海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108 年
/ 曾元耀等作 ; 陳靜萍主編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812 .-- 100
面; 21 公分 .-- (文心叢刊 ; 297) .-ISBN 978-986-5417-03-1 ( 平 裝 )
NT$150
863.3
新 竹縣 吳濁流 文藝 獎得獎作 品集 .
2019 年 / 田昭容總編輯 .-- 新竹縣竹
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文史叢書 ; 171) .-- ISBN
978-986-5421-09-0 (精裝) NT$300
863.3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八屆 / 張
大春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811 .-- 5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4-22-1 (平裝) NT$400
863.3
藝文園地學員台文創作 / 魏千富等
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新市 : 南市社
內社區發展協會, 10810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23-2-7 (平
裝)
863.3
「華麗島.臺灣-西川滿系列展」展覽
專輯 / 西川潤等撰文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1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7-50-3 (平
裝) NT$750
1.西川滿 2.臺灣文學 3.文物展示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1,
吳漫沙 / 黃美娥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2-9 (平
裝) NT$340
1.吳漫沙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2,
隱地 / 蕭蕭編選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83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7-34-3 (平裝)
NT$490
1.柯青華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3,
岩上 / 林淇瀁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5-0 (平
裝) NT$430
1.嚴振興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4,
林泠 / 劉正忠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6-7 (平
裝) NT$360
1.林泠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5,
席慕蓉 / 李癸雲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7-4 (平
裝) NT$500
1.席慕蓉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6,
吳晟 / 林明德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7-381NT$440
1.吳晟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7,
張系國 / 須文蔚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9-8 (平
裝) NT$420
1.張系國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8,
李渝 / 梅家玲, 楊富閔, 鍾秩維編選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
10812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40-4 (平裝) NT$390
1.李渝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9,
季季 / 蘇敏逸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41-1 (平
裝) NT$340
1.季季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20,
施叔青 / 陳芳明編選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7-42-8 (平
裝) NT$430
1.施叔青 2.傳記 3.文學評論 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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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鴆文選 / 駱俠君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811 .-- 1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897-9-0 ( 平 裝 )
NT$300
863.4
貓修羅 / 楊佳嫻著 ; 李政曄攝影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811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735-3 (平裝)
NT$350
863.4
大眾詩集 / 翁正雄總編輯 .-- 新北市 :
大眾詩學班, 10810 .-- 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4-0-5 (平裝)
NT$200
863.51
反覆練習末日 / 王信益著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 .-- 208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306)(秀詩人 ; 68) .-- BOD 版 .-ISBN 978-986-326-745-4 ( 平 裝 )
NT$250
863.51
卯 / 張心柔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0811 .-- 184 面; 21 公分 .-- (讀
詩人 ; 12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61-0 (平裝) NT$250
863.51
未來狂想曲 : 曾美玲詩集 / 曾美玲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220 面; 21 公分 .-- (台灣詩
學同仁詩叢 ; 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52-2 (平裝) NT$270
863.51
生活在島嶼上 / 楊子澗著 .-- 初版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1 .-- 3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1-8
(平裝) NT$350
863.51
池上有夢詩集 / 何如珊等編輯 .-- 初
版 .-- [南投市] : 徐境憶, 108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42 (平裝) NT$420
863.51
全臺詩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 ; 施懿
琳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
館,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437-44-2 (第 56 冊:精裝) NT$400 .-ISBN 978-986-5437-45-9 (第 57 冊:精
裝) NT$400 .-- ISBN 978-986-5437-466 (第 58 冊:精裝) NT$400 .-- ISBN

978-986-5437-47-3 ( 第 59 冊 : 精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437-48-0
(第 60 冊:精裝) NT$400
863.51
放肆詩社截句選 / 於淑雯主編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0812 .-- 27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截句詩系 ; 40) .-- BOD 版 .-ISBN 978-986-326-751-5 ( 平 裝 )
NT$440
863.51
沼澤風 / 朱天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204 面; 21
公分 .-- (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 2)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53-9
(平裝) NT$270
863.51

掌門 41 詩俠風 : 同仁詩選. 3 / 掌門
詩學社同仁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宏
文館圖書,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01-48-7 ( 平 裝 )
NT$350
863.51
愛的自言自語 : 容馡詩集 / 容馡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稻田, 10811 .-224 面 ; 21 公 分 .-- ( 文 學 步 道 ;
DL01) .-- ISBN 978-986-5949-94-5 (平
裝) NT$220
863.51
詩控城市 / 亮孩著 .-- 初版 .-- 新竹縣
竹北市 : 亮語文創教育, 108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64-18 (平裝) NT$280
863.51

音癡 / 段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
馬線, 10812 .-- 224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97862-7-0 ( 平 裝 )
NT$380
863.51

遙遠與陌生 / 汪啟疆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810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524-27-9 (平裝)
NT$250
863.51

破碎的完整 / 靈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 10812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7862-6-3 (平裝)
NT$320
863.51

臺灣詩選. 2018 / 凌性傑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二魚文化, 10811 .-304 面 ; 21 公 分 .-- ( 文 學 花 園 ;
C146) .-- ISBN 978-986-5813-97-0 (平
裝)
863.51

掙扎的貝類 / 煮雪的人作 .-- 初版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811 .-- 224 面;
19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62) .-ISBN 978-986-98188-4-1 ( 平 裝 )
NT$350
863.51

彈指優曇 / 謝振宗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土城高中,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7-4
(平裝) NT$250
863.51

清江月 : 近體新體詩集 / 曾淑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09-9 (平裝) NT$300
863.51

邂逅 / 張心柔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68 面; 19X19 公分 .- (讀詩人 ; 12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62-7 (平裝) NT$200
863.51

野狗與青空 / 楊智傑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雙囍出版, 1081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388-0-1 (平
裝) NT$380
863.51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 / 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
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
會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鯤瀛詩社,
10811 .-- 99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88898-8-0 (平裝)
863.51

帶著線條旅行 / 王婷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212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276)(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 3)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47-8
(精裝) NT$450
863.51

方舟三部曲 / 林孟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說故事 ; 13) .-- ISBN 978986-97591-9-9 (平裝) NT$350
8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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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世代 : 圓桌勝士外傳 / 岳淑君
作 .-- 臺中市 : 岳淑君, 10810 .-- 1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00 (平裝) NT$500
863.54
青竹絲奇案 / 葉文生編著 .-- 新北市 :
台灣唸歌團, 10810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115-3-0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650
863.54
日日朵朵 / 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皇冠叢書 ; 第 4808 種)(朵朵作品集 ;
11) .-- ISBN 978-957-33-3494-1 (精裝)
NT$380
863.55
用愛 / 邱正雄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曾雪梅, 10811 .-- 28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43-7161-7 ( 平 裝 )
NT$300
863.55
有你的旅程 : 黃氏兄弟寫真紀實 / 黃
氏兄弟作 ;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43-455-5
(平裝)
863.55
在風聲與水聲之間 / 童元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爾雅,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69) .-- ISBN
978-957-639-641-0 (平裝) NT$250
863.55
青春散文選 / 吳岱穎, 凌性傑編著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412 (平裝)
863.55
秋之悸 / 殷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2 .-- 23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400-283-2 (精裝)
863.55
叛逆南極 失敗者的遺言 / 宥勝作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811 .-- 224 面;
23 公分 .-- (Fansapps ; 107) .-- ISBN
978-986-98117-1-2 (平裝) NT$450
863.55
若終究沒有永遠,每個有你的瞬間都
是多一點 / 筆枒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8) .-- ISBN
978-986-507-059-5 (平裝) NT$320

863.55
幽默過日子 / 吳玲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米樂文化國際, 10810 .-- 248
面; 21 公分 .-- (米樂文學 ; 26) .-ISBN 978-986-94550-7-7 ( 平 裝 )
NT$280
863.55
原子邦妮 / 原子邦妮文字/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美麗田 ; 168) .-- ISBN
978-986-179-584-3 (平裝) NT$380
863.55
聆聽父親 / 張大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春工作室, 10812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94-2-6 (平
裝)
863.55
掌中集 : 微小品.一葉書 / 林文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0 .-- 200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 ;
292) .-- ISBN 978-957-13-7999-9 (平裝)
NT$300
863.55
雅舍談吃 / 梁實秋著 .-- 增訂三版 .-臺北市 : 九歌, 10812 .-- 200 面; 21 公
分 .-- (九歌文庫 ; 1319) .-- ISBN 978986-450-268-4 (平裝) NT$300
863.55
喜歡你 : 歡迎進入凹凹的小宇宙 / 康
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3-8009-4 (平裝) NT$320
863.55
圓裡園外 : 九十頑童寧可出臉書 / 寧
可著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冊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
書 ; 222)( 向 大 師 致 敬 系 列 叢 書 ;
23) .-- ISBN 978-986-5422-08-0 (第 1
冊:精裝) NT$250 .-- ISBN 978-9865422-09-7 (第 2 冊:精裝) NT$250
863.55
解憂電影院 :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還
有寫給你我的生命情書 / 水ㄤ, 水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0-7 (平裝) NT$360
863.55
魅力開門 : 漫步「臉書」真有趣 / 林
貴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

書 ; 670) .-- ISBN 978-957-639-640-3
(平裝) NT$360
863.55
憤世媽媽 / 林蔚昀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8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7-7 (平裝) NT$350
863.55
謝謝你,也剛好喜歡我 : 全世界我只
要你的喜歡 / 肆一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811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658-264-6 (平裝)
NT$350
863.55
雞屎藤 / 陳玉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九歌文庫 ; 1318) .-- ISBN 978-986450-267-7 (平裝) NT$340
863.55
蘧廬集 :
初版 .-10810 .-詞隨筆)
(平裝)
863.55

Bumbler 的影子 / 笠翁著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240 面; 23 公分 .-- (散文詩
.-- ISBN 978-957-794-184-8

2069 / 高翊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811 .-- 336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16) .-- ISBN
978-986-98015-6-0 (平裝) NT$360
863.57
69 號線的離開 / 陳輝龍著 .-- 初版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42-1 (平裝) NT$300
863.57
二十一 / 陶晶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圓神文叢 ; 264) .-- ISBN 978-986133-704-3 (平裝)
863.57
十六月圓夜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67) .-- ISBN
978-986-98305-0-8 (平裝) NT$300
863.57
公主不穿高跟鞋 / 謝璃[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萬達盛, 108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08-58 (平裝) NT$35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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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經脈 命門關 / 謝文慶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812 .-- 438
面; 21 公分 .-- (現代文學 ; 53-) .-ISBN 978-957-9267-42-7 (第 4 冊:平裝)
NT$300
863.57
天使之約、惡魔之淚 / 尾巴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802-0
(平裝) NT$260
863.57
不准不愛我 / 大雪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Po 小說 ; 40) .-- ISBN 978-986-981032-6 (平裝) NT$280
863.57
比起昨天更喜歡 / 盼兮著 .-- 一版 .-臺北市 : 要有光, 10811 .-- 258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52) .-- BOD 版 .-ISBN 978-986-6992-29-2 ( 平 裝 )
NT$320
863.57
少爺 / 黑潔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812 .-- 冊 .-- (珍愛晶鑽 ;
260-263) .-- ISBN 978-986-335-594-6
(卷 1:平裝) .-- ISBN 978-986-335-5953 (卷 2:平裝) .-- ISBN 978-986-335596-0 (卷 3:平裝) .-- ISBN 978-986335-597-7 (卷 4:平裝)
863.57
天雷無忘 / 八千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01 .-- 冊 .-- ISBN 978957-10-8789-4 (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10-8790-0 (下冊:平裝)
863.57
不想就這樣一生 / 許寶來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810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26-2
(平裝) NT$350
863.57
天福園傳說 : 光榮世代之圓桌勝士 /
岳淑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岳淑君,
10810 .-- 395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5-8 (平裝) NT$980
863.57
玉玲瓏 : 孝莊與多爾袞、皇太極的
感情祕史 / 樸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0811 .-- 536 面; 21 公
分 .-- (歷史讀物 ; 3)(清宮艷系列 ;

1) .-- ISBN 978-986-323-322-0 (平裝)
NT$450
863.57

ISBN 978-986-98057-5-9 ( 平 裝 )
NT$200
863.57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01-2 (平裝) NT$190
863.57

匠心小財女 / 春野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77001) .-- ISBN
978-957-788-662-0 (平裝) NT$270
863.57

吶喊 / 王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2 .-- 560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書 ; 616) .-- ISBN 978986-387-324-2 (平裝)
863.57

再見金門 : 陸一特大兵的狗臉歲月 /
丕丕貝兒著 .-- 臺北市 : 古月出版,
10811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77-2-9 (平裝) NT$350
863.57

長毛的月亮 : 14 張命盤的故事 / 梁
評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4-8 (平裝)
863.57

炮灰要向上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魔豆文化出版 : 蓋亞文化發行,
10811 .-- 224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3-) .-- ISBN 978-986-97524-7-3
(第 7 冊:平裝) NT$199
863.57

再見雪之國 :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
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2019 / 簡李永松
作 .-- 桃園市 : 桃市圖,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1-091 (平裝) NT$300
863.57

枕戈待月 : 馬祖無戰事 1973- / 遊子
胡雲作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
縣府, 10811 .-- 4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28-09-9 ( 平 裝 )
NT$400
863.57

字怨者 / 飲馬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找到田出版,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鬼島故事集) .-- ISBN 978986-98371-0-1 (平裝) NT$280
863.57

夜半慶生 : 幽聲夜語. 2 / 醉琉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1 .- 256 面; 20 公分 .-- (蓬萊詭話 ;
PG002) .-- ISBN 978-986-319-453-8
(平裝) NT$250
863.57

多麼希望,你是我的最初和最後 / 倪
倪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811 .-- 252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57)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28-5 (平裝) NT$320
863.57

城邦暴力團 / 張大春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春工作室, 10811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94-0-2
(上冊:平裝)
863.57
春靜 :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
得獎作品集. 2019 / 傅正玲著 .-- 桃園
市 : 桃市圖, 108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10-7 (平裝)
NT$300
863.57
郡王誘婚 / 艾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6701) .-- ISBN
978-957-788-653-8 (平裝) NT$280
863.57

阿宏的童年 / 王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14) .-- ISBN
978-986-387-323-5 (平裝) NT$260
863.57

校園激情 / 葉于模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 10810 .-- 262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12) .-- ISBN 978986-314-492-2 (平裝) NT$360
863.57

衣櫥裡的哭聲 / 黑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邀月文化, 10810 .-- 264 面; 21
公分 .-- (霓幻鑰系列 ; K4903)(有鬼,
請噤聲系列) .-- ISBN 978-957-869623-5 (平裝) NT$250
863.57

咒術師 : 溯源 / 非好也著 .-- 一版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1 .-- 274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39) .-- BOD 版 .-ISBN 978-986-445-363-4 ( 平 裝 )
NT$330
863.57

*純粹 / 日融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
公市 : 日融, 10811 .-- 51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52-5 (平裝)
NT$550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出版 : 蓋亞
文化發行, 10811 .-- 256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4-) .-- ISBN 978-98697524-8-0 (第 1 冊:平裝) NT$220
863.57

花筏之刃 / 蒼唯映像實業社原著 ; 坂
本きよら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92-4 (第 1 冊:平裝)
863.57

那一天 : HIStory3 / 冬彌小說作者 ;
邵慧婷原著編劇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96-2 (平裝)
863.57

帝子吹簫逐鳳凰 / 蔡小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812 .-冊 .-- (珍愛晶鑽 ; 264-265) .-- ISBN
978-986-335-598-4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35-599-1 (下冊:平裝)
863.57

我家也有狗英雄 / 岑文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812 .-208 面; 21 公分 .-- (勵志學堂 ; 73) .--

相公咱來和離 / 青微作 .-- 初版 .-[彰化 縣福 興鄉 ] : 喵 喵屋 工作室 ,
73

娶妻要不擇手段 / 桔子作 .-- 初版 .-[彰化 縣福 興鄉 ] : 喵 喵屋 工作室 ,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00-5 (平裝) NT$190
863.57
清朝的皇帝 / 高陽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811 .-- 冊 .-- ISBN
978-986-352-775-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352-776-3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352-777-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352-778-7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352-779-4 (第 5 冊:平裝) NT$280
863.57

異遊鬼簿 : 海魂 / 笭菁作 .-- 初版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409 (平裝) NT$200
863.57
貴命下堂妻 / 楚嘉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冊 .-- (藍
海 系 列 ; E77601-E77604) .-- ISBN
978-957-788-663-7 ( 卷 一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788-664-4
(卷二: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665-1 ( 卷 三 :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57-788-666-8 (卷四:平裝)
NT$250
863.57
黑耀的葬冥師. 2, 碎黑之棺的罪罰 /
翼 翎 著 .-- 臺 南 市 : 瑞 風 文 創 ,
108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90-1-5 (平裝) NT$320
863.57
遇上質數的茉麗葉 / 謝岸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811 .-- 300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ISBN 978986-6992-27-8 (平裝) NT$360
863.57
*跳水的小人 / 黃寶蓮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810 .-- 264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13) .-ISBN 978-986-387-322-8 ( 平 裝 )
NT$300
863.57
溫家藥娘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288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6301) .-- ISBN
978-957-788-636-1 (平裝) NT$280
863.57
債嫁 / 朱輕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
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58-986 (平裝) NT$190
863.57
新舊十二文 / 王文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洪範,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洪範文學叢書 ; 359) .-- ISBN
978-957-674-354-2 (平裝) NT$320
863.57
嫡女豪商 / 夢南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1 .-- 304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7401) .-- ISBN
978-957-788-667-5 (平裝) NT$260
863.57

網紅的瘋狂世界電視劇小說 / 三立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 金魚喬伊
小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8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462-3 (平裝)
863.57

小魔女早餐店 / 王文華文 ; 陳佳蕙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
的食育童話) .-- ISBN 978-957-950269-6 (平裝) NT$290
863.59

蝠星東來 SP / 藍旗左衽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4-9
(平裝)
863.57

*月光三部曲. I, 淡水女巫的魔幻地
圖 / 張嘉驊著 ; 賴彥成繪 .-- 六版 .-臺北市 : 四也文化, 10810 .-- 240 面;
21x14.8 公分 .-- (福爾摩沙冒險小
說) .-- ISBN 978-986-94837-3-5 (平裝)
NT$299
863.59

糕餅廚秀 / 寧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0 .-- 328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76101) .-- ISBN
978-957-788-632-3 (平裝) NT$280
863.57
總裁不嫁了 / 金晶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8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58-99-3 (平裝) NT$190
863.57
薇蘿妮卡的人偶 / 木几作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787-0 (平裝)
863.57
鱗 : 曾湘綾驚悚小說 / 曾湘綾著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1 .-- 23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SHOW 小說 ; 52) .-- BDO 版 .-ISBN 978-986-326-746-1 ( 平 裝 )
NT$320
863.57
靈鏡攝手 : 還沒發生的回憶 / 陳約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0 .-- 256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8) .-- ISBN 978-986-319-452-1 (平裝)
NT$260
863.57
臺灣唸歌集 / 周定邦, 林裕凱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37-183 (全套:平裝) NT$2500
1.臺灣文學 2.民間文學 863.58
小可愛的聖誕工廠 : 小心願、大訂
單、超級任務 / 王家珍著 ; 詹迪薾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02-8
(平裝) NT$300
863.59
74

我愛藍影子 : 桂文亞故事集 / 桂文亞
著 ; 黃祈嘉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655-7 (平
裝) NT$300
863.59
幸福香蕉園 / 張雅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福地, 1081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707-97-2 (平裝)
NT$200
863.59
紅龜粿 Chhōe 姊妹 / 陳金花文 ; 劉
素珍, 賴學宥圖 .-- 臺南市 : 亞細亞
國際傳播, 10811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4479-7-3 ( 精 裝 )
NT$360
863.59
馬丁、瑪莎,還有夏婆婆 / 王淑芬文 ;
許珮淨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故事館 ;
67) .-- ISBN 978-986-449-178-0 (平裝)
NT$260
863.59
捉拿古奇颱風 / 管家琪文 ; 林怡湘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294-2 (平裝) NT$230
863.59
第三種選擇 / 陳素宜著 ; 程宜方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 少 兒書房 ;
276) .-- ISBN 978-986-450-269-1 (平裝)
NT$260
863.59
笨蛋與天才 : 一位狂熱數學家的生
命歷程 / 黃漢龍著 ; 楊柏隆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2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11982-2 (平裝)
863.59
雲林縣兒童文學創作營. 108 年度 :
行動崇文、創意說寫 / 陳美燕等總
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10810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5-06-7 (平裝)
863.59
超馬童話大冒險. 4, 大家來分享 / 賴
曉珍等著 ; 陳銘等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05-9 (平裝) NT$330
863.59
童詩,想明白 : 一起讀、一起想、一
起寫的詩集 / 王淑芬文 ; 灰塵魚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詩歌館 ; 3) .-- ISBN
978-986-449-180-3 (平裝) NT$300
863.59
臺南市兒童文學創作專輯 : 小黑琵.
第 9 輯 / 鄭新輝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府, 10810 .-- 24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15-32-7 (平裝) NT$90
863.59

面; 21 公分 .-- (新兒童叢書 ; 2) .-ISBN 978-957-9047-45-6 ( 平 裝 )
NT$260
863.59
𧊅仔好運動 : 馮輝岳客語童謠創作
集 / 馮輝岳文 ; 馮若嵐圖 .-- 初版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0811 .-- 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61-2-3
(平裝) NT$250
863.759
阿姆~阿姆~天又落下來囉! / 張捷明
作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 : 正港資訊
文化發行, 10812 .-- 136 面; 30 公分 .- (客語童話有聲書) .-- ISBN 978-986307-182-2 (精裝)
863.759
長頸鴨 : 客家語兒童有聲故事 / 陳志
寧作 ; 陳亮均插畫 .-- 屏東縣竹田鄉 :
陳志寧, 10812 .-- 17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149-5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43-7150-1
(平裝附光碟片) NT$400
863.759

西洋文學

影子小鴨的煩惱 / 徐瑞蓮作 ; 陳亭亭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 10811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0796-5 (平裝) NT$200
863.59

一 九 八 四 / 喬 治 .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著 ; 劉紹銘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東大, 10811 .-- 35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9-3201-9 (平裝)
873.57

調味料王國 / 王文華文 ; 顏銘儀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2 .- 100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的食育
童話) .-- ISBN 978-957-9502-70-2 (平
裝) NT$290
863.59

父之罪 /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
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 10810 .-- 464 面; 21 公
分 .-- (春天文學 ; 19) .-- ISBN 978957-741-242-3 (平裝) NT$390
873.57

皺紋男孩與說謊女孩 / 陳沛慈文 ; 余
沛珈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小兵閱
讀快車 ; 3) .-- ISBN 978-957-9047-449 (平裝) NT$220
863.59

天 藍 色 的 謀 殺 案 / 莎 拉 .J. 哈 里 斯
(Sarah J. Harris)著 ; 江莉芬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416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60) .-- ISBN 978-986-235-794-1
(平裝) NT$400
873.57

營養食堂直播室 / 王文華文 ; 陳志鴻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812 .-- 100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
的食育童話) .-- ISBN 978-957-950271-9 (平裝) NT$290
863.59
麵條西施 / 李光福作 ; 任華斌插畫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811 .-- 176

致命 之白 / 羅勃. 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 林靜華, 趙丕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812 .-- 672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4807
種)(Choice ; 329) .-- ISBN 978-957-333492-7 (平裝) NT$480
75

873.57
島 /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著 ; 李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避風
港文化, 10810 .-- 4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051-6-5 (平裝)
873.57
動 物 農 莊 / 喬 治 .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著 ; 李立瑋譯 .-- 三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0811 .-- 256 面; 21 公分 .-(愛藏本 ; 99)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443-936-2 (精裝) NT$250
873.57
阿提米斯. 6 : 時間悖論 / 歐因.科弗
(Eoin Colfer)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30-8-9
(平裝) NT$380
873.59
祕密花園 /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著 ;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愛經典 ;
14) .-- ISBN 978-986-97892-6-4 (平裝)
NT$220
873.59
淘氣狗克萊德一日農夫體驗記 / 艾
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
黃彼得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淘氣狗克
萊德 ; 4) .-- ISBN 978-986-6384-36-3
(平裝) NT$220
873.59
淘氣狗克萊德馬戲團打工記 / 艾力
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 黃
彼得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淘氣狗克
萊德 ; 3) .-- ISBN 978-986-6384-35-6
(平裝) NT$220
873.59
馴龍高手. 12 : 龍族末日之戰 / 克瑞
希達.科威爾著 ; 朱崇旻譯 .-- 1 版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2 .-- 4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759-7 (平裝)
873.59
暴龍東尼的全家福 / 羅伯.哈奇森圖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
克, 10811 .-- 64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203-842-0 (精裝)
873.59
愛是打開一扇門 : 冰雪奇緣的放手
與 堅 持 / 艾 莎 , 安 娜 文 ;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810 .-- 160 面; 19
公分 .-- (冰雪奇緣 ; 12) .-- ISBN 978957-658-255-4 (平裝) NT$399
874.55

金絲雀殺人事件 / 范.達因(S. S. Van
Dine)著 ; 夜暗黑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潮社,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752-5 (平裝)
874.57

十二條金線 : 最後十二堂老祖母的
人生智慧課 / 愛麗絲克.韋伯著 ; 閻
蕙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4-7 (平裝) NT$300
874.57

法 蘭 妮 與 卓 依 / J.D. 沙 林 傑 (J. D.
Salinger)著 ;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Great ; 49) .-- ISBN 978-986-344-707-8
(平裝) NT$350
874.57

小婦人 / 露易莎.梅.奧爾科特作 ; 張
婷婷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9-7407 (平裝) NT$300
874.57
白虎之咒. 5, 夢中註定的女子 / 柯琳.
霍克(Colleen Houck)著 ; 柯清心譯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2 .-644 面; 21 公分 .-- (R ; 97) .-- ISBN
978-986-5406-25-7 (平裝) NT$280
874.57
布魯克林孤兒 / 強納森.列瑟作 ; 嚴
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 10810 .-- 464 面 ; 21 公 分 .-(Storytella ; 89) .-- ISBN 978-957-741243-0 (平裝) NT$399
874.57
吃鯛魚讓我打嗝 / 傑西.艾森柏格
(Jesse Eisenberg)著 ; 吳文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810 .-304 面; 21 公分 .-- (Island ; 292) .-ISBN 978-986-406-172-3 ( 平 裝 )
NT$300
874.57
坦吉爾情謎 / 克麗絲汀.曼根
(Christine Mangan)作 ; 力耘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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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60) .-- ISBN 978-986-235-790-3
(平裝) NT$400
874.57
抬高屋梁吧,木匠;西摩傳 / J.D.沙林
傑(J. D. Salinger)著 ; 黃鴻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Great！ ; 50) .-- ISBN 978986-344-708-5 (平裝) NT$350
874.57

美麗與毀滅 / 費茲傑羅著 ; 王文娟
譯 .-- 再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812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7272-5 (平裝)
874.57
神經喚術士 / 威廉.吉布森著 ; 歸也
光譯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44 面; 21 公分 .-- (h+w ;
12) .-- ISBN 978-957-9447-52-2 (平裝)
NT$399
874.57
碎片上的你和我 / 洛莉.荷茲.安德森
(Laurie Halse Anderson)作 .-- 1 版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782-5 (平裝)
874.57
奧古斯特的終局 : 福爾摩斯家族. II /
布瑞塔妮.卡瓦拉羅(Brittany Cavallaro)
著 ; 蘇雅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1 .-- 348 面; 21 公分 .-- (Q 小說 ;
FY1040) .-- ISBN 978-986-235-791-0
(平裝) NT$380
874.57
墮落王子. Ⅲ, 誓約之冠 / C.S.帕卡特
(C. S. Pacat)著 ; 朱崇旻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5-6 (平裝)
874.57
邊境. 2 : 沼地月色 / 伊洛娜.安德魯
斯(Ilona Andrews)著 ; 蔡心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1 .-464 面; 21 公分 .-- (Fever) .-- ISBN
978-986-319-454-5 (平裝) NT$420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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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威克奶奶. 2, 神奇魔法藥方 / 貝
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著 ; 劉清
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
世界經典書房 ; 4) .-- ISBN 978-9578544-21-5 (平裝) NT$280
874.59
法蘭克的實驗室. II : 神奇的電子手
指 / 強.奚斯卡(Jon Scieszka)作 ; 布萊
恩.畢格斯(Brain Biggs)繪 ; 陳偉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184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72) .-- ISBN 978-957-8544-22-2 (平裝)
NT$280
874.59
吸血鬼姊妹粉與黑. 2, 蝙蝠的滿月 /
娜蒂雅.芬利奇(Nadja Fendrich)文 ; 黛
瑪.漢哲(Dagmar Henze)圖 ; 葉靖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兒童酷
小說) .-- ISBN 978-986-427-342-3 (平
裝) NT$280
875.59
吸血鬼姊妹粉與黑. 3, 鬼魅的派對 /
娜蒂雅.芬利奇(Nadja Fendrich)文 ; 黛
瑪.漢哲(Dagmar Henze)圖 ; 葉靖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兒童酷
小說) .-- ISBN 978-986-427-343-0 (平
裝) NT$280
875.59
吸血鬼姊妹粉與黑. 4, 午夜的狼嚎 /
娜蒂雅.芬利奇(Nadja Fendrich)文 ; 黛
瑪.漢哲(Dagmar Henze)圖 ; 葉靖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兒童酷
小說) .-- ISBN 978-986-427-344-7 (平
裝) NT$280
875.59
十五少年漂流記 / 朱勒.韋爾納(Jules
Verne)原著 ; 劉維美改寫 ; 山泥泥繪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812 .-- 378 面; 21x14.8 公分 .-- (世
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293-5 (平裝) NT$280
876.57
古拉格氣象學家 / 奧立維.侯蘭
(Olivier Rolin)著 ; 林苑譯 .-- 初版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812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8-4 (平裝) NT$320
876.57
博物館之賊 / 蓮恩.塔納作 ; 周倩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810 .-- 448 面; 21 公分 .-- (D 小說 ;
26) .-- ISBN 978-957-741-238-6 (平裝)
NT$250
876.57
海 底 兩 萬 里 / 儒 勒 . 凡 爾 納 (Jules
Gabriel Verne)著 ; 許雅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812 .-- 480 面; 21 公分 .- (Golden age ; 38) .-- 150 週年經典紀
念版 .-- ISBN 978-986-384-397-9 (精
裝)
876.59
惡魔呢喃而來 / 多那托.卡瑞西
(Donato Carrisi)著 ; 吳宗璘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
10810 .-- 448 面 ; 21 公 分 .-(Storytella ; 29) .-- ISBN 978-957-741239-3 (平裝) NT$420
877.57
飛龍騎士. 4 : 逃出特爾羅洞穴 / 安娜.
卡嵐(Ana Galán)作 ; 哈維爾.德雷加
多(Javier Delgado)繪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 10811 .-- 152 面; 21 公
分 .-- (Much 讀本 ; 64) .-- ISBN 978957-521-382-4 (平裝) NT$220
878.5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陽台上的男子 / 麥伊.荷瓦兒(Maj
Sjö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öö)合著 ;
許瓊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馬丁.貝克刑事檔案 ;
3) .-- ISBN 978-986-359-745-2 (平裝)
NT$340
881.357
蒸 發 的 男 人 / 麥 伊 . 荷 瓦 兒 (Maj
Sjö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öö)合著 ;
柯翠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馬丁.貝克刑事檔案 ;
2) .-- ISBN 978-986-359-744-5 (平裝)
NT$320
881.357

羅絲安娜 / 麥伊.荷瓦兒(Maj Sjö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öö)合著 ; 廖曉泰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馬丁.貝克刑事檔案 ; 1) .- ISBN 978-986-359-743-8 ( 平 裝 )
NT$360
881.357
童話夢工場. 1 : 冰雪公主 / 安徒生原
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1 .-- 17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521-383-1
(平裝) NT$250
881.559
麥提國王在無人島 / 雅努什.柯札克
(Janusz Korczak)著 ; 林蔚昀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心 靈 工 坊 文 化 ,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Story ;
22) .-- ISBN 978-986-357-164-3 (平裝)
NT$380
882.157

ISBN 978-986-98242-0-0 ( 平 裝 )
NT$320
886.7257
吞吃女人的畫家 / 卡梅.答悟得
(Kamel Daoud)作 ; 陳文瑤翻譯 .-- 一
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10811 .-232 面; 21 公 分 .-- ( 人 文批 判系
列)((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 12) .-ISBN 978-986-98242-1-7 ( 平 裝 )
NT$320
886.726
博物館之賊. 2, 謊言之城 / 蓮恩.塔納
作 ; 周倩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 10810 .-- 448 面; 21 公
分 .-- (D 小說 ; 27) .-- ISBN 978-957741-244-7 (平裝) NT$250
887.157

新聞學

艾伊卡的塔 / 雅娜.博德娜洛娃(Jana
Bodnárová)文 ; 南君圖 ; 梁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28) .-- ISBN 978986-449-179-7 (平裝) NT$280
882.659

*身為國際新聞記者 : 鏡頭下的故事
與文化,那些城市教我的事 / 翁琬柔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51-8 (平裝) NT$300
1.新聞記者 2.國際新聞 3.文集
895.107

五杯酒 / 安.葛里芬(Anne Griffin)著 ;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Soul ;
35) .-- ISBN 978-986-97522-3-7 (平裝)
NT$360
884.157

一筆穿雲 / 劉屏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811 .-- 32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277) .-- ISBN
978-957-13-8018-6 (平裝) NT$380
1.新聞報導 2.時事評論 895.3

清秀佳人 /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
曾曉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811 .-- 368 面; 21 公分 .-- (愛經
典 ; 27) .-- ISBN 978-957-13-8000-1
(精裝) NT$360
885.357

藝術類
總論

小米、小麥與小墨 / 路易斯.賽普維
達(Luis Sepúlveda)著 ; 馮丞云譯 ; 徐
存瑩繪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124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93) .-ISBN 978-986-443-941-6 ( 平 裝 )
NT$199
885.8159

托爾斯泰藝術論 / 列夫.尼可拉葉維
奇 . 托 爾 斯 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著 ; 古曉梅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1-4
(平裝) NT$299
1.藝術 900

異鄉人 : 翻案調查 / 卡梅.答悟得
(Kamel Daoud)作 ; 吳坤墉翻譯 .-- 一
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10810 .-184 面; 21 公 分 .-- ( 人 文批 判系
列)((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 11) .--

點 / 線 / 面 / 康 丁 斯 基 (Wassily
Kandinsky)著 ; 余敏玲譯 .-- 二版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811 .-- 256 面;
22 公分 .-- (What's art) .-- ISBN 978986-98297-0-0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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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藝術哲學

901.1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19 第 45 屆 / 林
吉裕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日
美術協會, 10810 .-- 9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141-1-2 ( 平 裝 )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
萬花,還有書 : 葉育男與章三的觀念
計畫 / 葉育男, 章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295-0-2 ( 平 裝 )
NT$38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大墩美展專輯. 第二十四屆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
局, 10811 .-- 288 面; 25X26 公分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4-17-7
(精裝) NT$6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彰化縣磺溪美展. 第二十屆 / 張雀
芬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
文化局, 10810 .-- 21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12-4 (精裝)
NT$36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遊新視界 :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大展. 2019 年度 /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
會會員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現
代藝術家協會, 10810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1207-3-9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邊際 / 宋曉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出版中心, 10811 .-- 22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624-56-9 (平
裝) NT$800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典藏目錄. 2018 / 彭健安執行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館 ,
108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08-9 (平裝) NT$350
1.高雄市立美術館 2.美術 3.蒐藏品 4.
目錄 902.833
交織 : 碰撞藝術跨域的教學案例 / 容
淑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
術大學, 10810 .-- 33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264-1-9 (平裝)
1.藝術教育 2.文集 903.07
駁二藝術特區藝術家進駐計畫 PAIR.
2018 / 吳梅希, 楊舒婷文字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文化局, 10811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0-2 (平裝) NT$350
1.駁二藝術特區 2.藝術館 3.藝文活
動 906.8
臺灣美術采光 : 林玉山先生美術研
究獎獲獎論文集 / 廖新田等作 ; 郭冠
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史博館,
1081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7-49-7 (平裝) NT$420
1.美術史 2.美術教育 3.文集 4.臺灣
909.33
春望.遠航.秦松 / 白適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8-2
(平裝) NT$600
1.秦松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迴旋.婉約.黃潤色 / 蕭瓊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9-9 (平裝) NT$600
1.黃潤色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曼妙.彩影.沈哲哉 / 潘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7-5
(平裝) NT$600
1.沈哲哉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絕對.奇安.趙春翔 / 郭博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3-7 (平裝) NT$600
1.趙春翔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尊嚴.容顏.哈古 / 盧梅芬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31-2
(平裝) NT$600
1.哈古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微象.鏡映.姚慶章 / 劉永仁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30-5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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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慶章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嫋嫋.清音.陳敬輝 / 施慧明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4-4 (平裝) NT$600
1.陳敬輝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綠舍.創型.莊世和 / 蔣伯欣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6-8 (平裝) NT$600
1.莊世和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蓬萊.大觀.鄉原古統 / 林育淳著 .-初 版 .-- 臺 中 市 : 臺 灣 美 術 館 ,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
術館. 美術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2-0 (平裝) NT$600
1.鄉原古統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礦夫.掘夢.蔣瑞坑 / 李欽賢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1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43725-1 (平裝) NT$600
1.蔣瑞坑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音樂
一分鐘樂理輕鬆上手 : 實用基礎樂
理 / 鄧靜然著作 .-- 新北市 : 鄧靜然
音樂製作, 10810 .-- 86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96847-7-4 ( 平 裝 )
NT$150
1.樂理 911.1
平均律如何毀了和聲 : 又為何你該
在乎? / 羅斯.杜芬(Ross Duffin)著 ; 江
靖波譯 .-- 臺北市 : 樂興之時管絃樂
團, 10810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89-0-0 (平裝) NT$350
1.樂理 911.1
大指揮家與古典音樂 : 50 年圈內人
訴說的指揮大師工作技藝、音樂觀
點與內心世界 / 約翰.莫塞里(John
Mauceri)原著 ; 竇永華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 350 面; 21 公分 .-- (Be-

brilliant!書系 ; HB0032) .-- ISBN 978957-9689-45-8 (平裝) NT$380
1.指揮 2.指揮家 911.86
*琴緣 : 傳統琴琴史、琴器、琴樂 /
蘇輝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蘇輝湟,
10810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2-3 (平裝) NT$350
1.琴 2.民俗音樂 919.31
臺灣高砂族之音樂 / 黑澤隆朝原著 ;
許夏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
傳藝中心臺灣音樂館, 10810 .-- 7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337 (精裝)
1.原住民音樂 2.音樂史 919.7
南 管琵琶製 作過程概 述 / 洪進益
作 .-- 高 雄 市 : 洪 進 益 ( 高 雄 市 ),
10810 .-- 96 面; 19X34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7-7 (平裝)
1.琵琶 2.樂器學 919.9

建築
另一個公園 / 黃彥穎文 ; 許尹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電, 10810 .-- 88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2-18-7 (精裝) NT$400
1.公共藝術 2.作品集 3.繪本 4.高雄
市 920
麻豆糖業大地藝術祭. 2019 / 陳宣誠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1 .-- 3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5-34-1 (精裝) NT$1600
1.地景藝術 2.藝文活動 3.臺南市麻
豆區 920
新風景線 : 桃園地景藝術節成果專
刊. 2019 / 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桃市美術館, 10811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12-1 (平裝) NT$550
1.空間藝術 2.裝置藝術 3.地景藝術 4.
作品集 920

10811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68-0-6 (平裝)
1.綠建築 2.建築節能 3.作品集
920.25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1-4
(平裝) NT$400
1.廟宇建築 2.建築藝術 3.中國
927.2

建築之述 : 自知下的建築反思 / 江政
龍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江政龍,
108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5-6 (平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經典民居 : 精華濃縮的最美民居 / 劉
干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4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64-4
(平裝) NT$400
1.房屋建築 2.建築藝術 3.中國
928.2

現代性的魅惑 : 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
殷寶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Arch+ ; 4) .-- ISBN 978-957-9057-52-3
(平裝) NT$420
1.修澤蘭 2.建築師 3.學術思想 4.臺
灣傳記 920.9933
This is 萊特 / 伊恩.佛爾納(Ian Volner)
作 ; 麥可.柯翰(Michael Kirkham)繪 ;
江舒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
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812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2) .-- ISBN 978986-98214-2-1 (平裝) NT$280
1.萊特(Wright, Frank Lloyd, 1867-1959)
2.傳記 3.建築師 4.英國 920.9941
古村佳境 : 人傑地靈的千年古村 / 王
明哲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5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8-4
(平裝) NT$400
1.鄉村 2.建築藝術 3.中國 922.9
街道美學 / 蘆原義信著 ; 尹培銅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536
面; 21x14.8 公分 .-- ISBN 978-957763-717-8 (平裝) NT$680
1.道路 2.建築美術設計 3.美學 925
古橋天姿 : 千姿百態的古橋藝術 / 齊
志斌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2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52-1
(平裝) NT$350
1.橋樑 2.建築藝術 3.中國 925.2

建築為何重要 / 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著 ; 林俊宏譯 .-- 二版 .-新北市 : 大家, 遠足文化, 10811 .-288 面; 21 公分 .-- (Art ; 13) .-- ISBN
978-957-9542-84-5 (平裝) NT$450
1.建築藝術 2.藝術社會學 920.1

時空膠囊 : 市定古蹟臺中林氏宗廟
建築賞析 / 林慶弧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懸弧令旦文史工作室, 10810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8-0-4 (平裝) NT$200
1.宗廟 2.宗祠建築 3.古蹟 927.1

成為自然 : 九典建築的生物智慧 / 王
俊雄主編 .-- 臺北市 : 實構築出版 :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發行,

古塔瑰寶 : 無上玄機的魅力古塔 / 張
恩臺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261 面; 23 公分 .-79

雕塑
介質.場.多維空間 : 蒲浩明跨域雕塑
特展 / 游冉琪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人文遠雄博物館, 10810 .-- 120
面 ;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2948-8-1 (平裝) NT$12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呂東興雕塑 / 呂東興[作] .-- 苗栗縣
苑裡鎮 : 陳金枝, 10810 .-- 240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8-0 (平
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金石之光 : 篆刻藝術與印章碑石 / 顧
文州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03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05-7
(平裝) NT$150
1.印譜 931.7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 面具精品展 /
黃永泰, 彭子程, 翁宇雯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811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25-3
(平裝)
1.面具 2.博物館展覽 932.91
見素抱樸 : 黃媽慶木雕展 / 黃媽慶
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26-1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秋地巧思創奇藝 鋼材鐵漢柔情夢 :
柯秋地的不鏽鋼奇幻夢境 / 張慶宗
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貫昌不鏽鋼
藝術園區, 10810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384-0-5 (平裝)
NT$500
1.金屬工藝 2.鋼 3.作品集 935.2
心塢陶風起壺藝雲飛楊 : 葉劉金雄
陶壺特展 / 葉劉金雄作 .-- 桃園市 :

桃市客家事務局, 10811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14-5 (平
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壺 3.作品集 938
*李俊蘭柴燒創作集 / 許有仁總編
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文化觀光
局, 10810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04-6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茶器共茗 : 蔡江隆茶器創作專輯 /
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
縣文化觀光局, 10810 .-- 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05-3 (平
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茶具 3.作品集 938
陶藝筆記. 四 / 梁家豪著 .-- 新北市 :
138 工作室, 10810 .-- 1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1968-7-1 (平裝)
NT$460
1.陶瓷工藝 938
彭雅美 : 陶.塑 / 彭雅美編輯 .-- 初
版 .-- 花蓮市 : 彭雅美, 10810 .-- 7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532 (平裝) NT$1000
1.陶瓷工藝 2.雕塑 3.作品集 938
曾樹枝藝師的陶砌歲月 / 蕭富隆, 吳
鵬基, 莊建華作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26-4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煉陶 :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
員成果展專輯. 2019 .-- 苗栗縣竹南
鎮 : 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10810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024-2-4 (平裝)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臺灣國際茶碗節. 第一屆 : 參展作
家作品集 / 鄧淑慧主編 .-- 苗栗縣頭
份市 : 臺灣陶文化協會, 10810 .-- 160
面 ;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95-0-1 (平裝) NT$520
1.陶瓷工藝 2.茶具 3.作品集 938
天然大漆 : 漆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 李
文靜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9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7-8
(平裝) NT$200
1.漆器 2.中國 938.9
游漆天地 : 黃麗淑的漆藝無盡藏 / 黃
世輝, 林政瑋作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1 .-- 2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25-7 (平裝)
NT$500
1.漆畫 2.作品集 938.9

書畫
陳澄波全集. 第七卷, 個人史料(Ⅱ) /
蕭瓊瑞總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術家出版 ; 嘉義市 : 陳澄波文化基金
會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發行,
10812 .-- 304 面; 37x26 公分 .-- ISBN
978-986-282-241-8 (精裝) NT$2600
1.陳澄波 2.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This is 莫內 / 莎拉.佩布渥斯(Sara
Pappworth)作 ; 奧黛.梵琳(Aude Van
Ryn)繪 ; 劉曉米譯 .-- 初版二刷 .-- 臺
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811 .-- 80 面; 17x23 公分 .-- (Mirror ;
10) .-- ISBN 978-986-98214-0-7 (平裝)
NT$280
1.莫內(Monet, Claude, 1840-1926) 2.印
象主義 3.傳記 940.9942
妙法之華 : 曉雲法師書畫集 / 曉雲法
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原泉,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713-22-3 (平裝) NT$35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李轂摩書畫展 : 興大百年校慶特邀 /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編著 .-- 臺中
市 : 興大藝術中心, 10810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1-1
(平裝) NT$8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喜獨行 : 曉雲法師書畫集 / 曉雲法師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原泉, 10810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71321-6 (平裝) NT$4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源興溯北七十載 懷墨佳人渲藝彩 :
趙淑德創作畫集 / 趙淑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明文, 108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9-8
(平裝) NT$5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一粟畫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 林韻琪
主 編 .-- 臺 北 市 : 一 粟 書 畫 會 ,
108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83-0-6 (平裝) NT$12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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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洄瀾詩社一 O 八年慶祝創社
64 週年暨兩岸名家.社員詩書畫作品
聯展專輯. 第十二集 / 連似蘭總編
輯 .-- 初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花縣洄
瀾詩社, 10811 .-- 1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794-3-8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澄清湖畔雅集 / 蘇信雄執行編輯 .-高雄市 : 澄清湖畔雅集, 108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69-06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墨韻心境 : 耕心雅集三十週年創作
聯展 / 戴武光等作 .-- 桃園市 : 耕心
雅集, 10810 .-- 1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5589-1-5 ( 精 裝 )
NT$8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當書法穿越唐朝 / 杜萌若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811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9-367-6 (平裝)
NT$399
1.書法 2.唐代 3.中國 942.092
十大行書賞析 / 唐翼明作 .-- 初版 .-臺北市 : 克捷圖書行銷, 10810 .-- 203
面; 38 公分 .-- (經典書法.鑑賞叢
書) .-- ISBN 978-986-98391-0-5 (精裝)
NT$3000
1.書法 2.行書 942.15
文房四寶 : 紙筆墨硯及文化內涵 / 陳
秀伶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01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97-5
(平裝) NT$150
1.文房四寶 942.4
明志現祥龍 : 曾安田書法個展作品
集. 2019 / 曾安田總編輯 .-- 新北市 :
曾安田, 10810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108-2 ( 平 裝 )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路遙書古隸春聯 / 蕭世瓊作 .-- 臺中
市 : 林瑪琍, 10810 .-- 27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77-8 (平裝)
NT$350
1.隸書 2.春聯 943.5
誤落塵網 : 謝榮恩書法篆刻展 / 謝榮
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謝榮恩出
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發行, 1081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5-3 (平裝) NT$750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5
鴻鷹漫活 : 謝石鴻創作專輯 / 洪惠冠
總編輯 .-- 新竹市 : 交大, 10810 .-- 80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7-0-2 (精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天華學苑書法作品集. 己亥 / 謝素秋
等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一貫道天
華基金會,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2147-1-1 ( 平 裝 )
NT$2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活水書會書法展 : 第二次會員展.
2019 / 高雅玲總編輯 .-- 新北市 : 活
水書會, 10810 .-- 11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553-1-9 ( 平 裝 )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高雄市中華書道學會會員聯展暨第
十七屆至聖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輯 /
宋耀偉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中華
書道學會, 108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855-2-5 ( 平 裝 )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高 雄市 若水書 會會 員聯展作 品集 .
108 年 / 蘇德隆, 楊勝涵執行編輯 .-高雄市 : 高市若水書會, 108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402-66 (平裝) NT$4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無言花 : 廖火煌書法首展 / 廖火煌
著 .-- 高雄市 : 廖火煌, 10810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433 (平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彰化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暨富偉盃
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 2019 / 陳再,
賴錦源總編輯 .-- 彰化縣和美鎮 : 彰
縣書法學會, 10810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28880-9-4 (精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紀念專輯會員
作品集錦. 2019 /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
會會員著 .-- 臺南市 : 南市南瀛書法
學會, 10810 .-- 10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9275-6-8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墨韵高情 : 延墨書會書法聯展. 第十
五回 / 李讚桐主編 .-- 高雄市 : 高雄
市延墨書會, 10810 .-- 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50-0-7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寫給傳統與實驗的一封信 : 傳統與
實驗書藝雙年展. 2019 第十一屆 / 吳
國豪等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何創時
基金會, 10811 .-- 116 面; 37 公分 .-ISBN 978-986-95739-1-7 ( 平 裝 )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寫一手好字 : 硬筆書法字帖.智永楷
書千字文 / 侯信永編著 .-- 嘉義縣六
腳鄉 : 藝峰書法學苑, 10811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190-5-8
(上冊:平裝) NT$180
1.習字範本 2.楷書 943.9
大道有傳 : 傅抱石傅益瑤藝術展 / 墨
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墨海樓, 10810 .-368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4551-6-9 (精裝) NT$4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舊愛新歡 : 丁占鰲潘慶微藝文回顧
集 / 丁占鰲, 潘慶微畫作 .-- 臺北市 :
丁占鰲, 10811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115-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山花同道 : 胡九蟬 劉文東作品雅集 /
胡九蟬, 劉文東作 .-- 新竹市 : 知了
山房文化, 10810 .-- 1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449-0-1 ( 平 裝 )
NT$600
1.山水畫 2.花鳥畫 3.畫冊 945.6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躍動的超級素描技法. 動作.空手道
篇 / 鶴岡孝夫著 ; 林廷健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 108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26-3 (平
裝) NT$40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上吧!漫畫達人必修課. 洋服美少女 /
C.C 動漫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0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3-9 ( 平 裝 )
NT$32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女性意識,覺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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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208 面; 26 公分 .-- (CCC 創
作集 ; 40) .-- ISBN 978-986-5432-04-1
(平裝) NT$240
1.漫畫 947.41
*台灣美食神獸錄 / 100 位台灣漫畫
家集體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領飛
無限文創, 10810 .-- 2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638-2-0 ( 平 裝 )
NT$600
1.漫畫 2.畫冊 947.41
*台灣美食萌星繪 / 100 位台灣漫畫
家集體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領飛
無限文創, 10810 .-- 2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638-3-7 ( 平 裝 )
NT$600
1.漫畫 2.畫冊 947.41
吶!打開吧! / 林紳馥圖.文 .-- 臺中市 :
林紳馥, 10810 .-- 81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123-5 (平裝)
1.漫畫 2.作品集 947.41

鴻鷹漫活 : 司徒錦鷹創作專輯 / 洪惠
冠總編輯 .-- 新竹市 : 交大, 10810 .-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17-1-9 (精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食戟之靈最終研究 / Happy Life 研究
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077-87-0 (平裝) NT$280
1.漫畫 947.41

蘿拉老師教你畫禪繞. 入門篇 / 蘿拉
老師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8674-5 (平裝) NT$330
1.繪畫技法 2.靈修 947.1

超人氣角色的時尚配件描繪法 / 24
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77-546-1 ( 平 裝 )
NT$35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零基礎 這樣畫速寫,超有成就 / 王建
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1 .-- 152 面;
26 公分 .-- (bon matin ; 123) .-- ISBN
978-986-384-395-5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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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 : 臺灣漫畫節紀念專刊.
2019 第三屆 / 賴有賢等漫畫家作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漫畫工會,

10810 .-- 2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29635-3-1 (精裝) NT$1200
1.漫畫 2.作品集 947.41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733-6 (平裝) NT$400
1.繪畫 2.書法 3.作品集 947.5

插畫解體新書 : 動漫人物的身形修
圖技法 / ダテナオト, 弐藤潔作 ; 陳
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90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8-5 (平裝) NT$38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光年 傅饒 / 傅饒等著 .-- 臺北市 : 安
卓藝術, 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10810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68-8-0 (平裝) NT$1200
1.繪畫 2.畫冊 947.5

跟著萌貓遊宋朝 / 瓜幾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208 面;
26 公分 .-- (綠蠹魚 ; YLM31) .-- ISBN
978-957-32-8679-0 (平裝) NT$500
1.漫畫 2.宋代 947.41
魅 力 穿 搭 !漫 畫 女 生服 裝技 巧 書 /
STUDIO HARD Deluxe 作 ; 劉蕙瑜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2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01-384-5 (平裝) NT$35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365 天.明天去哪個國家?喵 / 中西直
子著 ;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1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9-365-2 (軟精裝) NT$799
1.插畫 2.畫冊 947.45
Bunny bunny bang! / 蚩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8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19-451-4
(精裝) NT$499
1.插畫 2.畫冊 947.45
城市旅行速寫!日本 : 初學者也 ok,用
淡彩、代針筆手繪插畫記錄旅途中
的點滴回憶 / 吳由瑪圖文 .-- 初版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811 .-- 192 面;
19 公分 .-- (Hands ; 60) .-- ISBN 978986-98422-0-4 (精裝) NT$36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秋赤音 / 秋赤
音著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3-1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親子塗鴨王 / Park Yoon Jee 著 ; 陳盈
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1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2-320-1 (平裝)
1.兒童畫 2.繪畫技法 947.47
中山青年藝術獎. 2019 / 楊同慧總編
輯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10811 .--

*杜繪本 / 杜岳作 .--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10 .-- 5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134-1 ( 平 裝 )
NT$700
1.繪畫 2.畫冊 947.5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展覽畫冊. 107 年
/ 韓學宏, 劉仁裕主編 .-- 桃園市 : 長
庚大學藝文中心, 10810 .-- 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65-00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南投縣投緣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 蔡
素緞總編輯 .-- 南投市 : 投縣投緣畫
會, 10812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2921-2-3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南部展. 第 67 年 / 李學富等執行編
輯 .-- 高雄市 :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10811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49-5-0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我的塗鴉記事 : 隨手畫出小清新水
彩畫 / 麥刻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02-311-9 (平裝)
1.水彩畫 2.插畫 3.繪畫技法 948.4
桃李無言 : 王維潔水彩水筆畫集 / 王
維潔作 .-- 臺南市 : 常在建築研究室,
10901 .-- 1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31-0-2 (上冊:平裝)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新竹縣優秀藝術家薪傳展 : 潗擘微
薰: 劉達治創作專輯 / 田昭容總編
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1 .-- 12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1-08-3 (精裝) NT$600
1.水彩畫 2.油畫 3.畫冊 948.4
輕映風華 : 水彩油畫邀請展 / 輕映
19 藝文空間典藏精選作 .-- 初版 .-高雄市 : 八陞, 10811 .-- 8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3652-2-2 (平裝)
NT$300
1.水彩畫 2.油畫 3.畫冊 948.4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20 週年.
1999-2019 / 蔡榮鏜總編輯 .-- 新北市 :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10811 .-- 104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84496-40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美術班畢業
畫冊. 第二十六屆 .-- 新北市 : 新北
市淡水國中, 10810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3-12-5 (精
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光來自東方 : 劉哲志西畫創作集.
2019 / 劉哲志作 .-- 臺中市 : 中市葫
蘆墩文化中心, 10810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
家接力展. 第 9 屆) .-- ISBN 978-9865414-20-7 (平裝) NT$350
1.油畫 2.水彩畫 3.畫冊 948.5

楊智雄畫集 / 柯介宜總編輯 .-- 臺南
市 : 永都藝術館, 10812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19-0-6 (精
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第 18 屆 / 張大
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811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19-1 (精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Sorssora 的 神 奇 色 鉛 筆 速 繪 本 /
Sorssora 著 ; 陳盈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1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0-2 (平
裝)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我與綺麗世界的約定 : 新世代的色
彩與實相 / 黃鈺銓執行編輯 .-- 彰化
市 : 彰化生活美學館, 10810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7-213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新版凜小花的水性色鉛筆練習帳 /
凜小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
版,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1-208-1 (平裝) NT$360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岑龍 : 光的追隨者 / 林暄涵主編 .-臺南市 : 蔚藍藝術經紀, 108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85-04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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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語心境 : 黃仁村畫展 / 潘永瑢編
輯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10810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6358-72-2 (平裝)
1.油畫 2.素描 3.畫冊 948.5

活照 / 椎名トモミ作 ; 周明憲譯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856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技術 953.3

*新浪漫普普 德國造型大師 王小松
個展 / 王小松, 高名潞, 貝婭特.萊芬
莎特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吉祥, 10810 .-- 7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85606-7-3 ( 平 裝 )
NT$1200
1.油畫 2.畫冊 948.5

美少女攝影講堂 : 55 個秒殺的可愛
瞬間捕捉術 / 細居幸次郎等作 ; 周明
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9-5 (平裝)
1.人像攝影 2.攝影技術 3.數位相機
953.3

新境 : 陳文華. 2019 / 陳文華作 .-- 臺
中市 : 新境龍華, 10811 .-- 128 面;
28X24 公分 .-- ISBN 978-986-98457-00 (精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CLIP STUDIO PAINT 筆刷素材集 :
由 雲 朵 、 街 景 到 質 感 , 立即 上 手 /
Zounose, 角丸圓著 ; 楊哲群翻譯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8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25-6
(平裝) NT$450
1.電腦繪圖 2.插畫 3.繪畫技法
956.2

廖素娥紀念畫冊 .-- 初版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108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60-0-6 (平
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台灣粉彩藝術獎公開賽入圍作品專
輯. 2019 第四屆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10810 .-- 98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364-2-8 (平裝) NT$500
1.粉彩畫 2.畫冊 948.6

攝影；電腦藝術
日系攝影 : 探究日本美學的表現與
本質,拍出更有內涵的作品 / 李維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1-9 (平裝)
1.攝影史 2.攝影技術 3.日本美學
950.931
東南亞攝影概論 / 莊吳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影言社, 10810 .-- 5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995-18 (精裝)
1.攝影史 2.東南亞 950.938
100 個立刻上手的旅遊攝影妙方 : 讓
回憶更加精彩的專家絕活 / 野寺治
孝作 ; 周明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17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10-8783-2 (平裝)
1.戶外攝影 2.攝影技術 953.1
我的第一堂親子寫真速成班 : 教你
用手機也能拍下美麗吸睛的小孩生

飛天劇場攝影集 : 許曉丹的愛戀 / 許
曉丹創作 .-- 高雄市 : 南濤雜誌,
108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9420-2-7 (精裝) NT$1500
1.攝影集 2.劇場 957.9
鯤鯓顯影 : 臺南國際攝影節. 2018 /
黃建亮編輯長 ; 陳依婷譯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15-15-0 ( 全 套 : 精 裝 )
NT$3600
1.攝影集 958
旅行之閱 : 閱讀之美 / 顧曉光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0 .--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076-0 ( 平 裝 )
NT$350
1.攝影集 958.2
已讀,回嗎? : 127 封攝影往復對話,是
孤單也是狂歡 / 陳建維攝影.文字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21-6 (平裝) NT$470
1.攝影集 958.33

影集 ; 2) .-- ISBN 978-986-94169-8-6
(平裝) NT$400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自我、人與機械及其殘餘 : 短論我
們身處當前世界與這三者緊密又纏
繞畛域中的位置 / 張般源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810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2-21-0 (平裝) NT$350
1.裝置藝術 2.雕塑 3.作品集 960
多媒材設計與應用 / 林宇倩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2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890-6-6 (平裝)
1.設計 2.創意 960
多媒材創作實務 / 黃啟方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811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70-1-8 (下冊:平裝)
1.設計 2.創意 960
我的第一本紙膠帶書 : 跟著 LINE 貼
圖人氣插畫家大頭兒,大膽解放,做出
一本專屬個人的創意小書! / 大頭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出
版 : 聯合發行, 10811 .-- 208 面; 21 公
分 .-- (辦公室 Office ; 2) .-- ISBN 978986-97766-1-5 (平裝) NT$550
1.工藝美術 2.文具 960
典藏之寶. II / 江瑞燐主編 .-- 南投縣
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中心, 10811 .- 142 面; 30X32 公分 .-- ISBN 978986-5437-43-5 (精裝) NT$2000
1.工藝 2.作品集 960
虛 構體 : 日常仿作 / 陳郁文製作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美 術 館 ,
10810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2-22-7 (平裝) NT$300
1.裝置藝術 2.作品集 960

浮生掠影寄詩情 / 董麗真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理 式 意 象 設 計 ,
10811 .-- 1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402-0-0 (精裝) NT$1000
1.攝影集 958.33

凝結的浪 : 臺東工藝材質復育展. 二
0 一九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市 :
東縣府, 10811 .-- 8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19-06-6 ( 平 裝 )
NT$350
1.工藝設計 2.裝置藝術 3.作品集
960

歲月走過的痕跡 / 楊塵著 .-- 初版 .-新竹縣竹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室,
10812 .-- 304 面; 23 公分 .-- (楊塵攝

創新創客. 2019 第二屆 : 時尚形象美
學研討會論文集 / 徐珮清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10 .-- 6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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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x21 公分 .-- ISBN 978-957-599-9339 (平裝) NT$500
1.設計 2.美學 3.時尚 4.文集 960.7

26) .-- ISBN 978-986-384-398-6 (平裝)
NT$350
1.室內設計 2.繪畫技法 967

用原子筆寫出圓潤可愛的小巧藝術
字 / やましたなしえ, くろかわきよ
こ作 ; 洪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547-8 ( 平 裝 )
NT$280
1.原子筆 2.美術字 3.插畫 962

設計正美 : TAID 50 年會慶專刊 / 台
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810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326-5-9 (平裝)
1.室內設計 2.產業 3.文集 967.07

向大師學調色 : 從配色到構圖,讓水
彩畫更出色生動的 31 堂課 / 珍.多比
(Jeanne Dobie)著 ; 陳冠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82-0
(平裝) NT$500
1.色彩學 2.繪畫技法 963
初學設計全攻略 : 設計入門一本搞
定 / 莊子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石數位, 10810 .-- 2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00-426-2 ( 平 裝 )
NT$380
1.平面設計 2.版面設計 964
保羅.蘭德帶你想設計 / 保羅.蘭德
(Paul Rand)著 ; 施昀佑譯 .-- 初版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72-57-1 (平裝) NT$300
1.設計 2.商業美術 964
金門國際和平海報獎得獎作品輯 /
黃雅芬, 周祥敏主編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縣文化局, 108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13-6 (精
裝)
1.海報設計 2.作品集 964.4
跨界.美學.華文漢字創意海報設計展.
2019 / 陳西隆, 鄭湄樺專輯編輯 .-- 高
雄市 : 東方設計大學, 1081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415-685 (平裝)
1.海報設計 2.作品集 964.4
*行旅構思 創意健康宅 / 楊書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空間, 10810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259-0-0 (平裝) NT$480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超簡單!室內設計圖拿筆就能畫 / 吉
爾.羅南著 ; 程俊華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812 .-- 92 面; 25 公分 .-- (bon matin ;

琉璃古風 : 琉璃器與文化之特色 / 李
麗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7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3-9
(平裝) NT$200
1.琉璃 2.琉璃工藝 3.中國 968.1
珐琅精工 : 珐琅器與文化之特色 / 李
麗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1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42-2
(平裝) NT$200
1.琺瑯器 2.中國 968.2
鹿港傳藝 : 謝雅秀繡線花 / 鄭惠美撰
文 .-- 第一版 .-- 彰化縣鹿港鎮 : 謝雅
秀, 10811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6-2 (平裝) NT$650
1.民間工藝美術 2.傳統技藝 3.作品
集 969.9

技藝
花舞館 / 黃麗娟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花卉發展協會, 10810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506-3-0
(精裝) NT$3000
1.花藝 2.作品集 971
綠色穀倉的美麗乾燥花練習本 /
Kristen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
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811 .-128 面; 24 公分 .-- (花之道 ; 20) .-ISBN 978-986-98112-2-4 ( 平 裝 )
NT$420
1.花藝 2.乾燥花 971
鏤空紙雕設計 : 以刀&紙雕刻超夢幻
的換裝禮服&裝飾小物 / 祐琴著 ;
Alicia Tung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
品文化館, 10811 .-- 88 面; 26 公分 .-(手作良品 ; 88) .-- ISBN 978-9867627-18-6 (平裝) NT$350
1.紙雕 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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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回望彼岸 : 亞美劇場研究在臺灣 / 王
寶祥等作 ; 謝筱玫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書林, 10812 .-- 320 面; 23 公
分 .-- (愛說戲 ; 30) .-- ISBN 978-957445-872-1 (平裝) NT$380
1.戲劇 2.劇評 3.文集 980.7
戲劇與劇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張連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藝大戲劇系, 108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1-3-1 (平
裝)
1.戲劇 2.劇場 3.文集 980.7
變身 : 民眾、戲劇與亞洲連帶 / 鍾喬
作 .-- 新北市 : 遠景, 1081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9-1095-4
(平裝) NT$350
1.劇場藝術 2.文集 980.7
莎戲曲與跨文化劇場 / 陳芳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出 版 中 心 ,
10811 .-- 3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55-2 (平裝) NT$450
1.劇場藝術 2.戲曲藝術 3.跨文化研
究 981
個人的神話.集體的夢 : <<生而為粉
我很抱歉>>、<<神作>>導演創作報
告 / 黃郁晴著 .-- 初版 .-- 基隆市 : 黃
郁晴, 10810 .-- 冊 .-- ISBN 978-95743-7188-4 (全套:平裝附數位影音光
碟) NT$2000
1.導演 2.劇場藝術 3.舞臺劇 981.4
2.5 次元完全解析 : 由業界頂尖人士
全面揭露 2.5 次元舞台的魅力!松田
誠、茅野イサム、和田俊輔、佐藤
流司 / 門倉紫麻著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00-4 (平裝)
1.舞臺劇 2.日本 984.5
History3 官方指南 / 巧克科技新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8781-8 (平裝)
1.電視劇 989.2
那一天 HIStory3.典藏寫真書 / 巧克
科技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2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02 (平裝)
1.電視劇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京都咖啡超導覽. 2020 / 朝日新聞出
版編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11-190-8 (平裝)
1.咖啡館 2.旅遊 3.日本京都市
991.7
賺錢咖啡店經營法則 : 從商品設計
開 始 /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1-5 (平裝)
1.咖啡館 2.創業 991.7
觀光人類學 : 旅行對在地文化的深
遠 影 響 / 歐 文 . 錢 伯 斯 (Erve
Chambers) ; 李宗義, 許雅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812 .-288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11) .-ISBN 978-986-97627-4-8 ( 平 裝 )
NT$380
1.旅遊 2.旅遊業管理 992

- ISBN 978-957-735-933-9 ( 平 裝 )
NT$550
1.旅遊業管理 992.2
合歡山史話 / 金尚德著 .-- 初版 .-- 花
蓮縣秀林鄉 : 太魯閣國家公園,
10811 .-- 252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02-8 (精裝) NT$280
1.人文地理 2.太魯閣國家公園
992.3833
領隊導遊考試全科總整理(2020 年
版) : 法規必考題庫 945 題+觀光常識
一問一答 2000 問 / 林士鈞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1 .-824 面; 26 公分 .-- (專業證照系列 ;
15) .-- ISBN 978-957-9138-48-2 (平裝)
NT$860
1.導遊 2.領隊 992.5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2020 / 吳偉德
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10811 .-- 6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68-1 (平裝) NT$610
1.導遊 2.領隊 992.5

台灣觀光年報. 中華民國 107 年 / 交
通部觀光局編著 .-- 臺北市 : 交通部
觀光局, 10810 .-- 12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009-7 ( 平 裝 )
NT$400
1.交通部觀光局 992.061

南港山系步道導覽手冊 / 謝三明, 潘
文彬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南港社大,
10810 .-- 96 面; 21 公分 .-- (生態環境
系列 ; 9) .-- ISBN 978-986-94530-8-0
(平裝)
1.登山 2.生態旅遊 3.臺北市 992.77

中國旅遊業效率評價與空間差異 /
駱澤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 3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1-5 (平裝) NT$550
1.旅遊業管理 2.中國 992.2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竹梅古
道縱走心得集. 第二屆 / 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第十五屆
社會學程全體學生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嘉義高工綜高社會科, 10810 .- 1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02-8 (平裝) NT$196
1.登山 2.文集 992.7707

中國旅遊體驗要素研究 : 從瞬間愉
悅到永恆美好 / 孫小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
發行, 10810 .-- 35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2-2
(平裝) NT$550
1.旅遊業管理 2.中國 992.2
旅遊項目 : 投資.開發.運營 / 王麗華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
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 22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34-6 (平裝) NT$350
1.旅遊業管理 992.2
旅遊景區經營權定價研究 : 含中國
案例 / 林文凱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 3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翻轉吧 大雪山 / 洪幸攸等撰文 ; 蔡
金鼎總編輯 ; 張維純, 謝木華, 吳彭
曦攝影 .-- 臺中市 : 農委會林務局東
勢管處,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40-13-8 (全套:平裝附數位影音光
碟)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大雪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 992.833
文旅智談十二篇 / 博雅方略研究院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810 .-- 4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28-5 (平裝) NT$550
1.旅遊業 2.產業發展 3.中國 9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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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案推理 180 題 : 誰才是真兇? / 狄
人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Easy 系
列 ; 45) .-- ISBN 978-986-98303-0-0
(平裝) NT$250
1.益智遊戲 997
迷宮 : 世界奇絕迷宮全攻略 / 安格斯.
西蘭(Angus Hyland), 坎卓垃.威爾森
(Kendra Wilson) 著 ; 提 保 . 伊 罕
(Thibaud Hérem)繪 ; 柯松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
發行, 10812 .-- 144 面; 23 公分 .-(Mirror ; 11) .-- ISBN 978-986-98214-14 (平裝) NT$460
1.益智遊戲 997
腦力開發!邏輯訓練遊戲 138 / 權老
師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2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99-1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圖畫捉迷藏 / NEXSWORK 原著 ; 陳
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0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2-313-3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圍棋精選題庫 : 入門到初段之死活、
手筋與布局 / 聶衛平, 黃希文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16) .-- ISBN
978-986-98303-2-4 (平裝) NT$380
1.圍棋 997.11
標準數獨. 入門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81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88-3 (第 1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81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1-3 (第 1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基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81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89-0 (第 1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81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0-6 (第 1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3 分鐘做出令達人心動的作
品!Minecraft 百樣建物大進擊 / 王育
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4-0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魔獸世界編年史. 卷三 / 克里斯.梅森,
麥特.伯恩斯, 羅伯特.布魯克斯作 ;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812 .-- 2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10-8776-4 (精裝)
1.線上遊戲 997.82
手作大豆蠟燭 / 李松熙著 .-- 初版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811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08-547-7 (第 2
冊:平裝) NT$499
1.蠟燭 2.勞作 999
談臺灣肖楠 : 觀點 / 王關雎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觀古今藝術交流館,
10810 .-- 142 面; 26X28 公分 .-- ISBN
978-986-98437-0-6 (精裝) NT$3000
1.蒐藏品 2.松柏目 3.藝術欣賞
999.2
天下奇石 : 賞石文化與藝術特色 / 鹿
軍士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1 .-- 12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136-1
(平裝) NT$200
1.奇石 2.中國 999.21

公園處,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12-20-3 (全套:平裝)
「金門縣瓊林再造歷史現場產業規
劃輔導與文化藝術教育計畫」成果
報告書/吳宏淼計畫主持 .-- 初版 .-金門縣 : 金縣文化局, 10810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129 (平裝)

台灣一瞥. 2019-2020(葡萄牙文版)/曾
雅頌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0-6 (平裝) NT$70

台皖 MBA 教育論壇論文集. 2019 第
六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編輯 .-- 第一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
大企管系, 1081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08-1-2 (平裝)

台灣一瞥. 2019-2020(德文版)/曾雅頌
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2-0 (平裝) NT$70

外籍勞工法令案例實錄彙編. 108 年
度. 四/吳仁煜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勞工局,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3-10-1
(平裝)
台灣一瞥. 2019-2020(日文版)/曾雅頌
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7-6 (平裝) NT$70
台灣一瞥. 2019-2020(印尼文版)/曾雅
頌 等 撰 稿 .-- 臺 北 市 : 外 交 部 ,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1-3 (平裝) NT$70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台灣一瞥. 2019-2020(法文版)/曾雅頌
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9-0 (平裝) NT$70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
2018/editors Lin, Yu-Tang et al. .-- 新
北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1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1-01-2 (平裝) NT$250
Park and green space system
international monograph/editor Ming-Yi
Chen et al. .-- 1st ed. .-- 臺北市 : 北市

台灣一瞥. 2019-2020(越南文版)/曾雅
頌 等 撰 稿 .-- 臺 北 市 : 外 交 部 ,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3-8 (平裝) NT$70

司法業務年報. 107 年度/司法院司法
行政廳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31-16-7 (PDF)

台灣一瞥. 2019-2020(西班牙文版)/曾
雅頌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5-2 (平裝) NT$70

Guide book for the interpreters, Penghu
Marine Geopark/林俊全總編輯 .-- 初
版 .-- 澎湖縣 :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012-7 (平裝) NT$150

台灣一瞥. 2019-2020(馬來文版)/曾雅
頌 等 撰 稿 .-- 臺 北 市 : 外 交 部 ,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8-3 (平裝) NT$70

台灣一瞥. 2019-2020(阿拉伯文版)/曾
雅頌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2-1 (平裝) NT$70
台灣一瞥. 2019-2020(俄文版)/曾雅頌
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4-5 (平裝) NT$70
台灣一瞥. 2019-2020(泰文版)/曾雅頌
等撰稿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812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06-9 (平裝) NT$70
86

向日葵種原圖說/蕭翌柱, 黃倉海編
著 .-- 一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0-10-7 (PDF) NT$200
林木種子目錄. 2018-2019/楊正釧編
輯.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林試所, 10810 .-- 31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40-22-0 (平裝)
枋寮泊地至高雄港含琉球嶼/海軍大
氣海洋局編 .-- 第四版 .-- 高雄市 : 海
軍大氣海洋局, 10811 .-- 面; 84X118
公分 .-- ISBN 978-986-5446-08-6 (全
開單張) NT$450
美味不設限: 呷賀呷巧呷雄霸: 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美味食記/姚昱伶總編
輯 .-- 高雄市 : 高市社會局長青中心,
10811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07-2 (平裝)
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果
彙編. 2019/吳碧華主編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市教育局, 10810 .-- 6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2-6
(平裝)
桃城. 木匠. 本事: 嘉義市木業工匠人
才清查計畫/陳逸君計畫主持 .-- 初
版 .-- 嘉義市 : 嘉市府, 10810 .-- 4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060 (平裝)
島嶼歌戲: 王金櫻世代/王金櫻口述;
徐亞湘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
文化局,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2-23-4 (EPUB) NT$300
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精進素質與
精緻特色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國

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編 .-- 臺南
市 : 臺南大學, 10812 .-- 15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8248-1-1 (平裝)

縣 :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8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013-4
(平裝) NT$150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國家圖
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第 7 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78-677-8 (PDF)

藝遊八塊厝: 桃園地景藝術節. 2019/
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
局, 10811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1-15-2 (平裝)

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 2019
年: 數位人文的發展與應用研習會/
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編輯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810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78-676-1 (平
裝)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物理考
科. 109/林冠傑, 林靖精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812 .-- 2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6978-36-4 ( 平 裝 )
NT$190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英文考
科. 109/吳少白, 吳喬豐精編 .-- 新北
市 : 鶴立, 10812 .-- 25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6978-37-1 ( 平 裝 )
NT$250

Student's book. Step 2/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 1st ed. .-- 臺北
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812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68-3-1
(平裝)

農村的瓦特幣: 農村社區綠能推動作
業手冊/陳明政, 種籽設計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811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0-237 (精裝) NT$300

Super skills book. Step 2/writer Freddie
Sizer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
教育, 10812 .-- 8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068-5-5 (平裝)

遊歷復興 銅雕拾光: 戀戀四十五-特
輯 出刊 /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復興國
中, 10810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9-8 (平裝)

Surgery-first approach in orthognathic
surgery/陳昱瑞(Yu-Ray Chen), 黃炯興
(Daniel C. Shing Huang)編著 .-- 第二
版 .-- 臺 北 市 : 台 灣 顱 顏 學 會 ,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453-0-4 (HTML)

綠色桃園. 107 年度: 乘著綠色翅膀
起飛 飛向環境永續未來/呂理德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0811 .-3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111-4 (平裝)

Workbook. Step 2/writer Mark Rogers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68-4-8 (平裝)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2020: 微積
分(106-108 年試題) /歐大亮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1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716-9 (平裝) NT$400

綠建築宣導手冊, 國高中生版/簡莉
莎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工務局,
10811 .-- 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26-6 (平裝)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公民與
社會考科. 109/洪驛, 陳栩精編 .-- 新
北市 : 鶴立, 10812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978-39-5 (平裝)
NT$180

對話: 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專輯.
第十六屆/甘銘源, 戴嘉惠, 陳玉霖合
著 .-- 臺北市 : 營建署, 10811 .-- 13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8-035 (精裝)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化學考
科. 109/江騏等精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8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32-6 (平裝) NT$190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解說員ハンドブ
ック/林俊全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地理考
科. 109/羅士豪, 林建, 林翔精編 .-- 新
北市 : 鶴立, 10812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978-30-2 (平裝)
NT$200

島嶼歌戲: 王金櫻世代/王金櫻口述;
徐亞湘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
文化局,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2-18-0 (PDF) NT$300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生態公園宣導手
冊/李秉學, 張慧嫺, 張連浩總編輯 .-新竹縣 : 竹縣環保局, 10810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07-6
(平裝)

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 臺南
市 : 南市府, 10810 .-- 14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5-20-4 (平裝
附光碟片)

ISBN 978-986-6978-35-7 ( 平 裝 )
NT$2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生物考
科. 109/呂念宗, 何瑋靜精編 .-- 新北
市 : 鶴立, 10812 .-- 232 面; 26 公分 .-87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國文考
科. 109/金凰精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8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31-9 (平裝) NT$20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數乙考
科. 109/王擎天等精編 .-- 新北市 : 鶴
立,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34-0 (平裝) NT$1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歷史考
科. 109/鄒臥龍, 黃千嘉, 周漢蓓精
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81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38-8
(平裝) NT$210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
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 Power Note 含
解析/図書之介編著 .-- 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3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2-6 (平
裝)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
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詹升興編著 .-八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7-1 (平裝)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
典含解析/呂巧華編著 .-- 八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6-4
(平裝)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基
礎生物升學寶典含解析/呂春森, 呂
宜倩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810 .-- 24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55-963-3 (平裝)

分 .-- ISBN 978-986-97787-7-0 (平裝)
NT$270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
典含解析/陳新安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0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40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中餐烹
調實習/周振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811 .-- 176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464-237-3 (下冊:平裝)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
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銘編著 .-八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0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1-9 (平裝)
*司法特考: 縱橫英文. 109 版/郭立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10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9-6 (平裝) NT$560
丙級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陳麗珠, 余燕子, 李鶯美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3268-5 (平裝)
台電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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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112-7 (平裝) NT$550
刑法爭點地圖/周易, 法夫子編著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8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8-3 (平裝) NT$450
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楊銘編
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84-0 (平裝)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
析)/陳真編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6-5
(平裝) NT$700
老師開講 刑事政策/霍華德編著 .-八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0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19-4 (平裝) NT$500
老師解題 法院組織法/林沛編著 .-十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1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29-3 (平裝) NT$520
完全命中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擬
真試題集中贏 /孫唯洺精編 .-- 新北
市 : 鴻漸文化, 10811 .-- 280 面; 26 公

我會整數除法/花蓮縣政府編著; 李
裕仁總編輯 .-- 花蓮市 : 花縣府,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429-034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社會工作解題完全制霸/龍昇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1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05-0 (平裝) NT$480
社會福利服務 搶分題庫/陳思緯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0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83-8 (平裝) NT$360
政大轉學考英文用書/李盛光編著 .-新北市 : 李震光, 10811 .-- 3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1-5 (平
裝) NT$1200
面面觀數學 B 講義. 2/張進成編著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8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53-6
(平裝) NT$200
高中數學. (一), 優勢參考書/朱綺鴻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274-6 (平裝)
高考各國人事制度. 109 版/白琳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10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8-9 (平裝) NT$600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
法規)/程譯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1-0
(平裝) NT$660
*麥克筆新體驗/李俊龍作 .-- 初版 .-臺北市 : 幼獅, 10810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9-177-3 (騎馬
釘) NT$45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諳程, 仲依, 天澤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8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390 (平裝) NT$450
基礎圖學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設計群 )/謝啟駿編著 .-- 初
88

版 .-- 臺 中 市 : 育 才 國 際 文 化 ,
1081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0365-7-3 (平裝)
課程與教學/羅正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0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72 (平裝) NT$360
數學.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林玉
惇等編著; 謝豐瑞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0812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92-38-4 (平裝)
數學 A. 第二冊/施賢文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965-7 (平裝)
*機械工程實務序列教材/李宗保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810 .-62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239-1 (平裝)
機械製造. 下冊/陳春明, 謝旻淵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2 .-- 2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0-4 (平裝) NT$375
*導遊領隊考前衝刺 ing. 109 版/呂行,
陳瑞峰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4-1 (平裝) NT$580
營 養師考試 歷屆試 題 / 楊耀東等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10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5-8 (平裝) NT$620
警察特考: 縱橫英文. 109 版/郭立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10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120-2 (平裝) NT$560
觀光資源概要. 臺灣篇. 世界篇. 109
版/呂行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113-4 (平裝) NT$520

兒童讀物
Aesop's whimsical world/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ecky Davies et al.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冊 .-ISBN 978-986-7749-49-9 (全套: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eagle, cat and
sow/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Maxine
Lee-Mackie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37-6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Tika and Tata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31-4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ass
carrying the imag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El Primo Ramón .-- 1st ed.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28-4 (精
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bird in
borrowed feathers/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ryony Clarkson .-- 1st ed.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21-5 (精
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boy who
cried wolf/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ryony Clarkso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29-1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cat and the
mic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Katie
Rewse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33-8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cobbler
turned doctor/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El
Primo Ramó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34-5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cock, the
dog and the fox/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Maxine Lee-Mackie .-- 1st ed.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35-2 (精
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crow and
the pitcher/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ryony Clarkso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22-2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deer
without a heart/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El Primo Ramó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39-0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dog and
his reflection/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Katie Rewse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6-8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wolf and
the lamb/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elinda Drought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23-9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dove and
the ant/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Jocelyn
Kao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2-0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ortoise and
har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Maxine
Lee-Mackie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38-3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fox and
the crow/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elinda Drought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19-2 (精裝)

Bedtime stories/originally by Joseph
Jacobs; retold by Richard Howland, Tina
Gong .-- 新北市 : 人類, 10810 .-- 冊 .- ISBN 978-957-8586-85-7 (全套:平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fox and
the grapes/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Tika
and Tata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20-8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fox and
the woodsman/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Megan Higgins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40-6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frog and
the ox/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Veronika
Kotyk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8-2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frogs who
desired a king/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Jocelyn Kao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4-4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goose that
laid the golden eggs/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ecky Davies .-- 1st ed.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185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lion and
the gnat/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Tika
and Tata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27-7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lion and
the mous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Becky Davies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25-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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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Knee 的希望花園: 60°的祕密/呂紹
睿文; 奚佩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211-983-9 ( 精 裝 )
NT$350
HAKKA 唱遊客/傳播行銷處編輯小
組編輯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810 .-- 13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34-02-1 (平裝附光碟片)
Little lantern game book: happy new
year!/巧智創意研發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巧智創意, 10812 .-- 20 面;
15X20 公分 .-- ISBN 978-986-98392-04 (精裝) NT$250
Paul learns to plan/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or Vanessa
Lovegrove .-- 臺北市 : 敦煌, 10810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82-9 (平裝)
Sight word fun: winter activitie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臺北
市 : 東西圖書, 10812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9686-29-7 (平裝
附光碟片)
TK phonics/writers Jeff Wen, Sarah
Wang, David Yen .-- 1st ed. .-- 臺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8364-0-1 (第 3 冊:平裝) .-ISBN 978-986-98364-1-8 (第 4 冊:平裝)
YoYi 姍姍來遲/蔡祐禕作 .-- 初版 .-臺北市 : 趙健森, 10809 .-- 7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143 (精裝) NT$390
一家人的南門市場/葉益青著; 張瓊
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08-5409-1 (精裝)
一起來找伯公趣/王毓芝文; 陳怡茹
圖 .-- 臺中市 : 中市東勢幼兒園,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23-8 (精裝) NT$25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1: 擁有好人緣/釋證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2751-6-3 (精裝)
NT$36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2: 做個好孩子/釋證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2751-8-7 (精裝)
NT$36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3: 健康好生活/釋證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2751-9-4 (精裝)
NT$36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4: 學習好心情/釋證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30-0-3 (精裝)
NT$36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5: 養成好品格/釋證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30-1-0 (精裝)
NT$360
七欠港尾武術傳奇/陳素蓮文; 陳素
蓮, 廖翊帆圖 .-- 二版 .-- 雲林縣 : 雲
縣府,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5-09-8 ( 精 裝 )
NT$280
小手玩童話/ 安娜.朗恩(Anna Láng),
安涅絲.巴魯吉(Agnese Baruzzi)文.圖;
謝靜雯, 陳立妍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閣林文創,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03-45-4 ( 全 套 : 精 裝 )
NT$1449
下次不敢了(印尼文)/梁玉琳, 蔡素月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811 .-- 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29-7 (平裝)
下次不敢了(高棉文)/梁玉琳, 蔡素月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811 .-- 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30-3 (平裝)

千里眼(泰文版)/梁碧育作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811 .-- 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273 (平裝)

小螃蟹與彈塗魚/Andre 文; 裴靈圖 .-第三版 .-- 臺北市 : Andre, 10810 .-34 面; 17X18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7-9 (平裝) NT$250

千里眼(越南文版)/梁碧育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811 .-28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5-28-0 (平裝)

小螃蟹與彈塗魚/Andre 文; 裴靈圖 .-第三版 .-- 臺北市 : Andre, 10810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6-1
(PDF)

小咖的煩惱/蔡昀臻, 楊士鋒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博雅教育中
心, 10811 .-- 48 面; 22X24 公分 .-ISBN 978-986-98358-1-7 ( 精 裝 )
NT$200

中年級思考力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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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271-40 (全套:平裝)

小狼波波: 小狼交新朋友/歐莉安娜.
拉蒙(Orianne Lallemand)文; 愛蕾諾.
杜雷(Eleonre Thuillier)圖 .-- 初版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2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521-3800 (精裝) NT$280

天 鵝 湖 /Anne Kalicky 作 ; Sarah
Andreacchio 繪; 李旻諭譯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16X16 公
分 .-- ISBN 978-957-8930-85-8 (精裝)

小狼波波: 想要改變自己的顏色/歐
莉 安 娜 . 拉 蒙 (Orianne Lallemand) 文 ;
愛蕾諾.杜雷(Eleonre Thuillier)圖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812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521-381-7 (精裝) NT$280
小熊在哪裡/kiki 作; 許匡匡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10811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0-0-2 (精裝) NT$380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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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4-5 (平裝)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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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5-2 (平裝)
小螞蟻爬呀爬: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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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6-9 (平裝)
小螞蟻爬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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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7-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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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安安/林克銘, 鄭進妹故事編寫;
王鈴惠等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北市大稻埕扶輪社,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19-0-0
(精裝) NT$200
平安龜實驗室/莊世瑩著; 張振松
繪 .-- 初版 .-- 澎湖縣 : 澎縣文化局,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02-3 (精裝) NT$280
白河井色故事/蘇佳慧, 林融辰, 周秉
逸撰稿; 周秉逸插畫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10810 .-- 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81 (精裝) NT$300
幼兒思考力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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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冊 .-- ISBN 978-986-98271-3-3 (全套:
平裝)
世界的新世界(中英對照)/郭漢辰, 戴
宛宣文; 愛米粒塗鴉世界圖 .-- 高雄
市 : 高市勞工局勞工中心, 10812 .-4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5-7 (精裝) NT$450
世 界 的 新 世 界 ( 印 尼 文 )/written by
Kuo Han-chen, Tai Wan-hsuan;
illustrated by Emily Wu .-- 高雄市 : 高
市勞工局勞工中心, 10812 .-- 4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88 (精裝) NT$450
世界的新世界(泰文)/written by Kuo
Han-chen, Tai Wan-hsuan; illustrated by
Emily Wu .-- 高雄市 : 高市勞工局勞

工中心, 10812 .-- 4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6-4 ( 精 裝 )
NT$450
世 界 的 新 世 界 ( 越 南 文 )/written by
Kuo Han-chen, Tai Wan-hsuan;
illustrated by Emily Wu .-- 高雄市 : 高
市勞工局勞工中心, 10812 .-- 4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6-171 (精裝) NT$450
石頭開花/黎吟文; 沈麗玉圖 .-- 第二
版 .-- 花蓮縣 : 花縣碧雲莊社區發展
協會, 10811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0120-3-4 ( 精 裝 )
NT$300
安安定定歷險記. IV, 芋見幸福/蔡天
倫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安定
國小, 10810 .-- 49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14-16-0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貝姬.戴婎斯(Becky
Davies)等圖.文; 李承恩, 曾筱涵翻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冊 .-- ISBN 978-986-7749-611 (全套: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下金蛋的鵝/貝姬.
戴婎斯(Becky Davies)圖.文; 李承恩
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24-6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老鷹、貓與野豬/
馬克幸.李.麥凱(Maxine Lee-Mackie)
圖.文; 曾筱涵翻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55-0 (精
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沒有心的鹿/埃爾.
普里莫.雷蒙(el primo Ramon)圖.文;
曾筱涵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57-4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狗、公雞與狐狸/
馬克幸.李.麥凱(Maxine Lee-Mackie)
圖.文; 曾筱涵翻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54-3 (精
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放羊的孩子/布萊
恩妮.克拉克森(Bryony Clarkson)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50-5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狐狸與烏鴉/貝琳
達.德勞特(Belinda Drought)圖.文; 李
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26-0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龜兔賽跑/馬克幸.
李.麥凱(Maxine Lee-Mackie)圖.文; 曾
筱涵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
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56-7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狐狸與葡萄/Tika,
Tata 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307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貓與老鼠/凱蒂.露
絲(Katie Rewse)圖.文; 李承恩翻譯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52-9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狐狸與樵夫/梅根.
希吉斯(Megan Higgins)圖.文; 曾筱涵
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58-1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螞蟻與蚱蜢/Tika,
Tata 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512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徒勞的寒鴉/布萊
恩妮.克拉克森(Bryony Clarkson)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32-1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鴿子與螞蟻
/Jocelyn Kao 圖.文; 曾筱涵翻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59-8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狼與小羊/貝琳達.
德勞特(Belinda Drought)圖.文; 李承
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1-3 (精裝)

好 想 吃 冰 淇 淋 /Dr. M 故 事 ; Shiny
Shoe 繪圖 .-- 屏東縣 : 上醫囝囡診所,
10811 .-- 28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88140-4-2 (精裝) NT$60

伊索的異想世界: 烏鴉與水瓶/布萊
恩妮.克拉克森(Bryony Clarkson)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36-9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獅子與老鼠/貝姬.
戴婎斯(Becky Davies)圖.文; 李承恩
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3-7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獅子與蚊子/Tika,
Tata 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7749-451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搬神像的驢子/埃
爾.普里莫.雷蒙(el primo Ramon)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47-5 (精裝)
伊索的異想世界: 鞋匠改行醫生/埃
爾.普里莫.雷蒙(el primo Ramon)圖.文;
李承恩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809 .-- 31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7749-53-6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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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勇士,就是我!/盧薏, 林謙如文;
盧薏圖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水
保局臺中分局, 10810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0-24-4 (精裝)
NT$300
肚子餓的小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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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2-1 (平裝)
肚子餓的小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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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3-8 (平裝)
告訴你一個秘密/游淑如作, 郭珏絹
圖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05-5 (精裝) NT$250
你 喜 歡 ....../ 約 翰 . 伯 寧 罕 (John
Burningham)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 .-三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811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62674-5 (精裝)
豆腐從哪裡來?/吳立萍文; 林家棟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812 .-- 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79-843-8 (精裝) NT$320

天下,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09-9 (EPUB) NT$380

快樂做自己/韓良慧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韓良慧, 10811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0-9 (平
裝) NT$250

胡 桃 鉗 /AurélieDesfour 作 ; Sarah
Andreacchio 繪; 李旻諭譯 .-- 臺北市 :
禾流文創, 10811 .-- 10 面; 16X16 公
分 .-- ISBN 978-957-8930-87-2 (精裝)

阿公站起來/黎吟文; 蘇蘇圖 .-- 初
版 .-- 花蓮縣 : 花縣碧雲莊社區發展
協會, 10810 .-- 44 面; 27X29 公分 .-ISBN 978-986-90120-2-7 ( 精 裝 )
NT$450

美麗的綿延/李玉娟文.圖 .-- 初版 .-彰化縣 : L.慢手作, 10810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28-0-8 (平
裝)

東方繪畫/林鍾妏撰文 .-- 增訂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340 (平裝)
姆姆為什麼不來看我?: 石仁愛修女
的故事/吳國洋文; 蔡兆倫圖 .-- 臺北
市 : 使徒,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231-2-8 ( 精 裝 )
NT$250
宗教與哲學/趙英珠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33-3 (平裝)
兒童靜思語(中英葡對照)/釋證嚴著;
陳素羚, 石欣芳, 翁崇富英文翻譯;
Abraào Limbau 葡萄牙文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812 .-冊 .-- ISBN 978-986-98182-4-7 (全套:
精裝)

值日追書生/王文華文; 張睿洋圖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10-5
(EPUB) NT$280
根的孩子: 奧弗斯藝術繪本.傳世經
典代表作/希碧勒.馮.奧弗斯(Sibylle
von Olfers)著; 管中琪譯 .-- 初版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0812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0487-17-6
(精裝)
海龜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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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8-3 (平裝)
海龜在哪裡?: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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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7-9-0 (平裝)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98430-4-1 ( 精 裝 )
NT$360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3: 擁有健
康生活/釋證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98430-5-8 ( 精 裝 )
NT$360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4: 聰明管
理情緒/釋證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98430-6-5 ( 精 裝 )
NT$360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5: 學習大
智慧/釋證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98430-7-2 ( 精 裝 )
NT$360
張骨廖皮/陳素蓮文.圖 .-- 二版 .-- 雲
林縣 : 雲縣府, 10811 .-- 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07-4 (精裝)
NT$280
雪球的煩惱/貝毆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黑點小姐, 10812 .-- 29 面;
20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48 (精裝) NT$300
著年/吳毓珍文.圖 .-- 二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811 .-- 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5-08-1 ( 精 裝 )
NT$280

阿膨的桃仔樹/陳顯智等文; 艾瑪圖;
劉明超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縣 : 竹
縣府, 10810 .-- 4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421-06-9 (精裝)

送餐阿嬤/鄭博真作; 吳嘉鴻繪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57-9-8 (精裝) NT$320

最棒的禮物/米列娜文. 圖; 張政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812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89-950-3 (精裝) NT$300

柿子從哪裡來?/賴惠鳳文; Tai Pera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812 .-- 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79-844-5 (精裝) NT$320

淡水三隻狗/劉相妤, 林奕宏, 詹凱婷
口說; 謝宛庭圖 .-- 新北市 : 淡水福
佑宮, 10810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390-0-6 (精裝)

描描貓愛畫畫 /曹俊彥著.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408-4
(精裝)

是你嗎,小黑?/丁于真文.圖 .-- 初版 .- 雲林縣 : 雲縣文化處, 108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036 (精裝) NT$280

動 物 123( 中 英 對 照 )/ 喬 尼 . 蘭 伯 特
(Jonny Lambert)著; 小果文創編輯部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081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98187-0-4 (精裝) NT$320

最愛的,是我/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1-979-2 (精裝) NT$350

故事臺灣史: 10 個翻轉臺灣的關鍵
時刻/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著; 慢
熟工作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08-2 (EPUB) NT$380
故事臺灣史: 22 個改變臺灣的關鍵
人物/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著; 慢
熟工作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1: 我愛交
朋友/釋證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 10811 .-- 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98430-3-4 ( 精 裝 )
NT$360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 100 句. 2: 啟發美
好德行/釋證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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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打眼: 細人仔狂想童話集/彭歲玲
師生合著 .-- 初版 .-- 臺東市 : 東縣府,
10810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05-9 (精裝) NT$300
遇見他里霧/莫爾圖.文 .-- 二版 .-- 雲
林縣 : 虎尾科大多媒體設計系,
108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21-0-5 (精裝) NT$380

爺爺的老寶貝: 海東國小百年校慶.
校史故事創作繪本/吳書婷作; 吳宗
諺等繪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海
東國小, 10811 .-- 3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5-21-1 (精裝)

遲 到 大 王 / 約 翰 . 伯 寧 罕 (John
Burningham)文.圖; 黨英台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811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762673-8 (精裝)

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強.艾吉繪.著;
夏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08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59-739-1 (精裝) NT$360

糖果雨/李偉婷文.圖 .-- 初版 .-- 雲林
縣 : 雲縣文化處, 108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05-0 (精
裝) NT$280

漫步/江季凌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江季凌, 10810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0-8 ( 精 裝 )
NT$240

環遊世界 動物/ .-- 臺中市 : 華碩文
化科技, 10811 .-- 20 面; 20 公分 .-ISBN 978-957-8705-85-2 (精裝)

睡 美 人 /Anne Kalicky 作 ; Géraldine
Cosneau 繪; 李旻諭譯 .-- 臺北市 : 禾
流文創, 10811 .-- 1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57-8930-86-5 (精裝)
福斯多的命運/奧立佛.傑法文圖; 吳
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735-1 (精裝)
蝠來了/張倪昭葦故事原著; 阿緹蓉
改編.圖; 芙代.谷木.母那烈族語翻
譯 .-- 初版 .-- 花蓮縣 : 花蓮縣綠野香
坡農村發展協會, 10811 .-- 44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98367-08 (精裝) NT$300
數星星的女孩/羅馬娜.洛瑪尼斯, 安
德瑞.雷西夫作; 柯倩華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81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40-3066 (精裝)
廟會/廖沛林文.圖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東勢幼兒園, 10810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24-5 (精
裝) NT$250
濁水溪還是溪嗎?/林梓萱文.圖 .-- 初
版 .-- 雲林縣 : 雲縣文化處, 10811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04-3 (精裝) NT$280
螢火蟲探險去: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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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61-1-1 (平裝)
螢火蟲探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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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61-0-4 (平裝)

騎鵝歷險記/楊智淑文; 露西亞.斯佛
拉(Lucia Sforza)圖; 翁菀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812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9125-635 (精裝)

漫畫書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51-8 (第 4 冊:平裝) NT$140
小偷刑警/福田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 ISBN 978957-26-4374-7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376-1
(第 7 冊:平裝) NT$130
巴突克戰舞/迫稔雄作; 吳祖維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2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363-1 (第 5
冊:平裝) NT$140
不倫食堂/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 ISBN
978-957-26-4364-8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365-5
(第 12 冊:平裝) NT$130
不曾熄滅的內心火花 全/柚月りんご
作; 曾怡 華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2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33-1 (平裝) NT$130

act-age 新世代演員/マツキタツヤ原
作; 宇佐崎しろ漫畫; 江昱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367-9 (第 7
冊:平裝) NT$100

平凡日常造就世界最強/白米良原作;
森みさき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360-0 (第 3 冊:平裝)
NT$130

CANDY & CIGARETTES 糖果與香
菸/井上智徳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384-6 (第 5 冊:平裝)
NT$130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ウダノゾミ作;
沈易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03-4 (第 13 冊:平裝) NT$130

CITY/ あ ら ゐ け い い ち 作 ; 黃 依 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85-3
(第 8 冊:平裝) NT$140
Coding man. 9: Debug 的反擊/李俊範
作; 金璂守繪; 顧娉菱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4-6731-3 (平裝)
VS 亞森羅蘋/モーリスルブラン原
作; 齊藤千穗作; 沈易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4444-7 (第 4 冊:平裝)
NT$100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作; 林佳祥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2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404-1 (第 11
冊:平裝) NT$100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柳野かなた原作;
奥橋睦漫畫;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358-7 (第 4 冊:平裝)
NT$130
仙境迷踪/林玉琴漫畫 .-- 桃園市 : 林
玉琴漫畫工作室,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445-0-5 (第 1
冊:平裝) NT$160

下流賤貓敵不過獨占欲/天王寺ミオ
漫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9-3 (平裝)

吃、被吃/水名瀬雅良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27-0
(平裝) NT$130

女神宿舍的管理員。/日野行望作;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有一種愛情是你/粗眉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811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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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87-953 (平裝) NT$280
百合是我的工作！/未幡作; Akamiko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ISBN 978-957-26-4362-4 (第 4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366-2
(第 5 冊:平裝) NT$130
百合漫步/Fuka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許智涵, 10810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125-9 (第 5 冊:平裝)
好事多磨/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7-9 (第 2 冊:平裝) NT$120
地獄樂/賀来ゆうじ作; 林佳祥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4447-8 (第 7
冊:平裝) NT$105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鷹山誠一作;
chany 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2 .-- 1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407-2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05

弩級戰隊 HXEROS/北田竜馬作; 季
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冊 .-- ISBN 978-957-26-4370-9 (第 6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4372-3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05 .-ISBN 978-957-26-4475-1 (第 8 冊:平裝)
NT$105

10812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53-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迪化街的魔女們/九手作 .-- 初版 .-新北市 : 九手, 10811 .-- 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63-1 (平裝)
NT$280

航海王談戀愛/伊原大貴作; 蕭宏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54-9
(第 3 冊:平裝) NT$100

重甲機神 BARYON 角色前傳. 航一
郎＆司空弦篇: The Scarecrow/乾坤一
擊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原作; 大宇宙籃
寶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乾坤一擊
創意, 10811 .-- 4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8146-3-8 (平裝)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361-7
(第 17 冊:平裝) NT$100

重甲機神 BARYON 角色前傳. 雷鳴
海篇: Dorothy Gale/乾坤一擊創意股
份有限公司原案; JHC 漫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乾 坤 一 擊 創 意 ,
10811 .-- 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146-2-1 (平裝)

身不由己的愛戀/麻生海漫畫;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811 .-- 20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1-180-9 (上冊:平裝)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ちゃつふ
さ原作; さばねこ作畫; 林志昌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352-5 (第 3
冊:平裝) NT$140

別對映像研出手/大童澄瞳作; 張文
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8-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20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暁なつめ原
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4405-8 (第 10 冊:平
裝) NT$100

空中懷古城市/石据カチル作; 江荷
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44492 (第 4 冊:平裝) NT$140
和服屋奇幻譚/波津彬子作; 哈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45-4
(第 4 冊:平裝) NT$140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76-2 (第 53 冊:平裝)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
魔法師/幼馴じみ原作; 二世漫畫;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ISBN 978-957-26-4391-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392-1
(第 2 冊:平裝) NT$130

食戟之靈 L'étoile/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原作; 伊藤美智子[作]; 昭
時大紀作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76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4359-4 (第 8 冊:平裝)
NT$100
穿越到異世界之後卻迷上了自己的
情敵!?/淀川ゆお漫畫;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8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181-6 (平裝) NT$130
美魔女綾乃太太/相原瑛人作; 冰箱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ISBN 978-957-26-4428-7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429-4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時光流逝,向橋前行 3/日高ショーコ
作; 李其 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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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的婚嫁/七尾美緒作; 揪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8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322-3
(第 2 冊:平裝)

修羅之刻. II/川原正敏作;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426-3
(第 8 冊:平裝) NT$100
海鷗莊的日子/コダマ ナオコ作; 蕭
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冊 .-- ISBN 978-957-26-4436-2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4437-9 (第 2 冊:平裝) NT$140
唯一的妳和七十億死神/ツカサ原作;
松永孝之漫畫;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4446-1 (第 3 冊:平裝)
NT$100
異世界建國記/KOIZUMI 原作; 櫻木
櫻漫畫;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50-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宿命戀人/カズタカ原作; 智弘カイ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 ISBN 978-957-26-43778 (第 5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508-6 (第 6 冊:平裝) NT$130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どぜう
丸原作; 上田悟司漫畫;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2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355-6 (第 4
冊:平裝) NT$130
寄養犬、輾轉夜/のばらあいこ作;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50-8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晨曦公主/Mizuho Kusanagi 作; 黃依
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4010 (第 30 冊:平裝) NT$100
最高機密 season0/清水玲子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348 (第 8 冊:平裝) NT$150
絕對都是你的錯/アヒル森下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35-5
(平裝) NT$130
傳染/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812 .-冊 .-- ISBN 978-986-5406-28-8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406-32-5 (第 5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406-31-8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406-30-1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406-29-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406-33-2
(全套:平裝) NT$900
新假面騎士 SPIRITS/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4381-5 (第 22 冊:平
裝) NT$100
想養男高中生的大姊姊/英貴作; 梁
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冊 .-- ISBN 978-957-26-4529-1 (第 5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379-2 (第 4 冊:平裝) NT$130
漫畫奇遇繁星再現作品合輯/孫志誠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
多樂系, 10810 .-- 冊 .-- ISBN 978-9865627-61-4 (全套:平裝)
輕鬆百合/なもり作; 游若琪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812 .-- 1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406-5 (第 17
冊:平裝) NT$130
夢魔美眉今晚也做羞羞的事/険持智
代作; 郭名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383-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精靈幻想記/北山結莉原作; Riv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4388-4 (第 4 冊:平裝) NT$105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公式漫迷手冊:
天才們的戀愛戰術/赤坂アカ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41-6 (平裝) NT$200
輝夜姬讓人想八卦/赤坂アカ原作;
G3 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 ISBN 978-95726-4442-3 (第 1 冊:平裝) NT$130 .-ISBN 978-957-26-4443-0 (第 2 冊:平裝)
NT$13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赤岸 K, 江口連, 雅作; 賴瑞琴譯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387-7 (第 4
冊:平裝) NT$130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秤猿鬼
原作; サワノアキラ漫畫;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48-5
(第 5 冊:平裝) NT$130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矢立
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冊 .-- ISBN 978-957-26-4396-9 (第 13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4397-6 (第 14 冊:平裝) NT$140
獲得外掛技能(地圖化)的少年挑戰
最強隊伍和迷宮/鴨野うどん原作;
Savan 漫畫;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812 .-- 冊 .-- ISBN 978-957-264439-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ISBN 978-957-26-4440-9 (第 2 冊:平裝)
NT$140
雙人單身露營/出端祐大作;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 冊 .-ISBN 978-957-26-4430-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431-7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432-4 (第 3 冊:平裝) NT$130
藍色潮間帶/葉馨文漫畫; 楊朝皓故
事 .-- 初版 .-- 臺北市 : 葉馨文,
10811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40-2 (平裝)

小說及雜文
Blue Prometheus/by Ned Marcus .-- 3rd
ed. .-- 新北市 : Orange Log Publishing,
10811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833-2-9 ( 平 裝 ) .-- ISBN
978-986-95833-3-6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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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verage/author Joseph Graham .-1st ed. .-- 臺北市 : 吳孟如, 10811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41-9 (平裝)
The darkling Odyssey/by Ned Marcus .-3rd ed. .-- 新 北 市 : Orange Log
Publishing, 10811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833-4-3 (平裝) .-ISBN 978-986-95833-5-0 (精裝)
大小姐企圖做壞事!/黑川実作; 林意
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4256 (第 1 冊:平裝) NT$200
白虎之咒/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
著; 柯清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06-26-4 (全套:平裝) NT$1550
以愛之名/王雙雙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06-00-1
(EPUB)
NT$390
江河不流: 中日甲午戰爭/陳舜臣著;
游念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冊 .-- ISBN 978-957-763-7239 (全套:平裝) NT$950
回家/迴家/張滌生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8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06-02-5
(EPUB)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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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19-8 (EPUB) NT$380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1 .-- 冊 .-ISBN 978-986-515-073-0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74-7
(第 8 冊:平裝) NT$180
看得見謊言的我,愛上了不說謊的妳/
櫻井美奈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裝本, 108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350-1-5
(EPUB)
NT$280
探偵事務所/江戶川亂步等作; 詹家
宜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86-392-2988 (全套:平裝) NT$3000
魚龍劫: 靖康英雄傳/蔡竹青著 .-- 初
版 .-- 新 竹 縣 : 品 林 數 位 文 化 ,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0-42-6 (EPUB) NT$400
絕品透視/狸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1 .-- 冊 .-- ISBN 978986-515-071-6 ( 第 2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072-3
(第 23 冊:平裝) NT$18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811 .-- 冊 .-ISBN 978-986-515-075-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76-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077-8 (第 9 冊:平裝) NT$180
楓葉一秋/青山路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旭儒, 10810 .-- 19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8327-1-7 (平裝)
NT$380
濯纓/唐酒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7078-5-5 ( 上 卷 : 平 裝 ) NT$300 .-ISBN 978-986-97078-6-2 (下卷: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97078-7-9
(全套:平裝) NT$600

其他
A second and a lifetime/author Shih
Cheng Yen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69-3-8 (EPUB)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plum flower
springs manual/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Jim Png Hau Cheng .-- 1st ed. .-- 新
北市 : 方浩鑒, 10810 .-- 4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158-7 (平裝)
A 養鹿場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范
嘉龍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1-2-0 (EPUB)
Budgeting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riteria for the
governmental accounting-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by Pei-Chun Feng .-桃園市 : 馮佩君, 108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1-1 (平
裝)
Can't you be more like them?:
imbalance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earners’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 in
locally-grown english textbooks/author

Ya-ju Chuang .-- 高雄市 : 和遠圖書資
訊出版社, 10811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4-0-8 (平裝)
*Easy acupressure massage/by Hsiao
Yu-Cheng .-- 1st ed. .-- 新北市 : 蕭裕
正, 10809 .-- 4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7105-1 (平裝)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 ein
beispielhaftes modell zur förderung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von daflernern anhand von günter grass' mein
jahrhundert und fundsachen für
nichtleser/劉惠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林文化, 10810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883-6-9 (平裝)
NT$600
How I Turned Back to Almighty God/全
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
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06-3 (EPUB)
Joyful memories/author Dennis Chu et
al.; chief editor Tracy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10810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238-2-1 ( 平 裝 ) .-- ISBN
978-986-98238-3-8 (精裝)
*Matsu's modern exegesis of the sixty
poems/施勝台作; 江孟樺, 江科萱英
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施勝台,
10810 .-- 3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8-9 (平裝)
MEET@design 設計心勢力. 2019/台
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作 .-- 初版 .-臺北市 : 立詰企業, 10811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697-1-4
(精裝) NT$380
PCBShop 採購指南. 2020/ .-- 初版 .-桃園市 : 臺灣電路板協會, 10810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829-9-1 (平裝)
PISA 2015 臺灣學生的表現/佘曉清,
林煥祥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
出版社,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14-32-1 (PDF) NT$200
Placeless place/Cheer Chen 作 .-- 1st
ed. .-- 臺北市 : 添翼創越工作室,
10811 .-- 1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429-0-7 (平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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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 automobil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社團
法人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編著 .-初版 .-- 宜蘭縣 : 台灣機電工程國際
學會, 10811 .-- 5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97188-1-3 (平裝)
Reading 101. level 3/written by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 .-- 臺中市 : 堂奧
圖書, 10811 .-- 1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7483-4-6 (平裝附光碟
片)
Salute to the Theatre: The 35th
Anniversary Journal of Tainan Cultural
Center/story by Tseng Yi-jen; text by
Tsao Ting-ting, Tseng Yi-jen, Lu Songying; iIIustrations by Chang Ch .-- 臺南
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1 .-- 6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5-136 (精裝) NT$350
Scratch3 輕鬆學 Arduino 用 bDesigner/
蔡佳倫, 曾希哲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凱斯電子科技, 108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13-0-6
(平裝) NT$280
STEM 大 冒 險 / 科 林 . 史 都 華 (Colin
Stuart), 尼克.阿諾(Nick Arnold)著; 嚴
麗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冊 .-- ISBN 978-957-763-7307 (全套:平裝) NT$1200
Testimonies of Experiences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全能神教會基
督徒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3-8 (EPUB)
*The path to buddhahood: wisdom
life/author San Bao Shih .-- 苗栗縣 : 睿
旗科技, 10809 .-- 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355-0-3 ( 平 裝 )
NT$300
WALKING INTO TAINAN'S PAST
AND PRESENT/Edited By Academia
Sinica Center for Digital Cultures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
10812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2-03-4 (平裝)
We have eaten more salt than you have
rice!: 6 transgenerational keys to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unity/author
Abraham Liu .-- 1st ed. .-- 臺北市 : 天

恩, 108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7-289-8 (平裝)
「我們」還能回到從前嗎?: 認識日
本.回望中國.正視當下/朱科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410-0-9
(EPUB)
NT$200
二十新苗茁萃、同德苑景豐華/林景
堯主編 .-- 桃園市 : 桃園市同德國小,
108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13-8 (精裝附光碟片)
人力資源管理從新手到總監. 2: 高頻
案例解答精選/李志勇著 .-- 初版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71-248-9
(EPUB)
NT$400
小羊が開いた巻物/末世基督作; 全
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
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2-0
(EPUB)
上帝,祢在嗎?: 在困境中與神摔跤,緊
抱神,看見黯夜裡的希望/克雷格.葛
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著; 溫嘉珍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92-8 (PDF) NT$300
上帝,祢在嗎?: 在困境中與神摔跤,緊
抱神,看見黯夜裡的希望/克雷格.葛
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著; 溫嘉珍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中國學園,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521-93-5 (EPUB) NT$300
千喜食品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李
輔庭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1-1-3 (EPUB)
小熊媽讓孩子學會自己讀的英語閱
讀 101+/張美蘭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03-518-1
(EPUB)
NT$380
大學演說/雲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儒行文化, 10810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36-0-7 (平裝附光
碟片) NT$220
六大類食物與醣類份數計算/陳宇清
等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健維診所,
10810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07-0-5 (平裝) NT$30

心月造境: 卓麗秋(心月)山水青花瓷
專輯/卓麗秋創作 .-- 彰化縣 : 卓麗秋,
10812 .-- 15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169-3 (平裝) NT$1000
王氏植栽行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
楊明瑋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
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1-6-8
(EPUB)
日本文豪的古都時光/夏目漱石等著;
侯詠馨, 楊明綺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 10811 .-- 冊 .-- ISBN
978-957-8587-96-0 ( 全 套 : 平 裝 )
NT$840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 第三期:
董事注 意義務 . 2019 年 /張心悌編
審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49-1-0 (PDF)
天津平遙世界文化遺產與地方創生
案例研究: 海峽兩岸遺產社區創生聯
合規劃設計工作坊成果紀錄. 2019/
張學聖, 陳志宏總編輯 .-- 第一版 .-臺南市 : 成大都市計劃學系, 10810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8-1-0 (平裝) NT$300
不將就: HR 成長蛻變記/馬青雲編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51-9
(EPUB)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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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 冊 .-- ISBN 978-98697821-8-0 (全套:平裝) NT$760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唯一
高級訂製服專刊/何佩珊等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
術士協會,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370-0-2 (第 1 冊:平裝)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 2019 年阿拉夫
拉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奧委會,
10810 .-- 1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346-2-2 (平裝附光碟片)

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21-5-1
(EPUB)
用 Scratch 玩 micro: bit 體驗 STEAM
創意程式設計/王麗君作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317-1 (PDF)
NT$196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希臘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6-2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法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1-5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荷蘭文
版)/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0-9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義大利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3-5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葡萄牙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8-3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蒙古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0-7 (EPUB)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緬甸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5-2 (EPUB)

天路歷程/本仁約翰(John Bunyan)著;
林燕珠, 牟善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7-1 (PDF)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8-8 (EPUB)

丹蜜爾食品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
報告/李佳澔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印尼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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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200-8 (EPUB)

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22-3 (EPUB)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8-4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印度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4-4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蒙古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9-1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葡萄牙文版)/
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9-0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西班牙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55-1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緬甸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1-6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蒙古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6-6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希臘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5-5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印度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7-4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德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8-5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法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
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
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9-8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希臘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204-6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緬甸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7-6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阿拉伯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81-0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阿拉伯文版)/
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2-5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羅馬尼亞文
版)/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7-9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俄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
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
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2-8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波蘭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1-4 (EPUB)

以使用者為中心運用數位工具優化
多元參與操作手冊/任德寬, 林海珍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
策中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272-2 (PDF)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荷蘭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4-5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馬來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4-8 (EPUB)

世界立體地圖/周宇廷著 .-- 臺北市 :
大輿, 10810 .-- 面; 64X94 公分 .-ISBN 978-986-386-189-8 (菊全開單張)
NT$699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菲律賓語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09-4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荷蘭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2-6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義大利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
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74-2 (EPUB)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斯瓦希里文
版)/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5-3 (EPUB)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
理)(葡萄牙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篇)(義大利文版)/
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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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法理建國指南/黃聖峰作 .-- 臺
中市 :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108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912-2-5
(PDF)
台灣植物病害名彙/曾顯雄等主編 .-第五版 .-- 臺中市 : 植物病理學會,
10810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300-2-1 (平裝)
吉他玩家/周重凱編著 .-- 16 版 .-- 臺
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810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07 (平裝)

安安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許
正憲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1-4-4 (EPUB)
百年史集/柯文慶主編 .-- 臺中市 : 興
大食生系, 10810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3-5 ( 精 裝 )
NT$2000

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28-9 (PDF)

院,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796-4-7 (APP)

羽鉅股份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鮑世宇等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21-3-7 (EPUB)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衝破火網/OK 老
師 作 .-- 高 雄 市 : 彌 勒 商 學 院 ,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796-5-4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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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11-2 (EPUB) NT$350

低年級思考力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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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271-57 (全套:平裝)

如何讓牙齒永不脫落/何啓峰著 .-初版 .-- 新北市 : 何啟峰, 10901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69003 (平裝) NT$200

*杜岳的文薈獎故事集/杜岳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11 .-- 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3-9
(平裝) NT$200

匠柏企業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洪振倫等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21-7-5 (EPUB)

我是海外特派員: 夢想啟程勇闖世界
/陳正杰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通訊社,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2787-6-8 (FLASH)
NT$300

全能神、終わりの日のキリストの
代表的な言葉/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1-3 (EPUB)

你要無可替代: 一個 HRD 的 21 天進
階之旅/趙穎著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49-6 (EPUB) NT$400

先做好準備,再等待機會/容曉歌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811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5-2 (平裝) NT$299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2019)工作坊論文集. 第二十
三屆/呂賜傑等主編 .-- 初版 .-- 桃園
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0624-9-7 (PDF)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2019)大會論文集. 第二十三
屆/呂賜傑等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0-7 (PDF)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2019) 教 師 論 壇 及 博 士 生 論
壇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呂賜傑等主
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全球華人計算
機教育應用學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9-1-4 (PDF)
自殺數據判讀指引/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

*佛學教學設計與資源運用研討會會
議論文集/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輯 .-- 臺 北 市 : 伽 耶 山 基 金 會 ,
10810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360-6-9 (平裝)
直奔標竿: 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華
理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9-5 (PDF)
河洛語圖文集/洪國良編著 .-- 高雄
市 : 洪國良,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7171-6
(PDF)
NT$300
兒童心理發展與家庭教育智慧/胡朝
兵, 張興瑜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52-6 (EPUB) NT$300

我們內心的衝突/卡倫.霍妮著; 過忻
毅譯 .-- 初版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
化,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1-983-7 (EPUB) NT$300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
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二
十屆/Dana Anaby 等作 .-- 初版 .-- 花
蓮縣 : 早療協會, 10810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50-5-6 (平
裝) NT$250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卡倫.霍妮著;
楊佳慧譯 .-- 新竹縣 : 伊布數位文化,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1-984-4 (EPUB) NT$350

長期照顧者自殺防治/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
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27-2 (PDF)

我眼中的世界: 陳俊民個人創作攝影
集/陳俊民作 .-- 初版 .-- 屏東縣 : 普
仕德設計, 10809 .-- 79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8366-0-9 ( 平 裝 )
NT$300

刺蝟行銷學. 1: 原始碼: 掌控客戶的
原始碼,就能掌控客戶的口袋/羅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彙通文流社,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960-1-9 (EPUB)

言葉は肉において現れる/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3-7 (EPUB)

刺蝟行銷學. 2: 痛點: 搞懂對方的痛
點,才能給他甜蜜點 /羅毅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彙通文流社, 108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960-2-6
(EPUB)

佛說八大人覺經: 抄經本/朱莉經文
恭書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
化, 10810 .-- 24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57-794-186-2 (經摺裝)

刺蝟行銷學. 3: 警戒線: 誓死維護對
方的警戒線,你就是他的自己人/羅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彙通文流社,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960-3-3 (EPUB)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如何突破眼前障
礙/OK 老師作 .-- 高雄市 : 彌勒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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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家投資環境報告: 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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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1-138-8 (EPUB) NT$350

留在世界邊緣/曾劭愷著 .-- 初版 .-臺北市 : 道聲, 108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0-273-3 (PDF)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3-6 (EPUB)

知識經濟下電子合同之發展與變革
(簡體字版)/林瑞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39-5 (EPUB)
NT$380

羔羊展開的書卷(印尼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8-0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葡萄牙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5-7 (EPUB)

為什麼選你做 HR 經理: 人力資源管
理技能精進指南/徐勝華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50-2 (EPUB)
NT$350

羔羊展開的書卷(印度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4-7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蒙古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7-1 (EPUB)

信仰的季節/徐子賢作 .-- 新北市 : 徐
子賢, 10810 .-- 209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168-6 ( 平 裝 )
NT$320

羔羊展開的書卷(西班牙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203-9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緬甸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2-9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希臘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0-3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韓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9-2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法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2-2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羅馬尼亞文)/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8-6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阿拉伯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1-1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印尼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201-5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俄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2-7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印度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8-1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荷蘭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3-3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希臘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0-2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斯瓦希里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4-1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阿拉
伯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8-2 (EPUB)

羔羊展開的書卷(義大利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俄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故宮文物日曆. 二 0 二 0 年歲次庚子
/施世昱, 杜文田撰文 .-- 初版 .-- 宜蘭
縣 :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10810 .-- 7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5649-2-2 (精裝) NT$880
信託法規(含信託業務專業測驗練習
題)/倪仁禧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433-0-0
(EPUB) NT$300
信託實務(含信託業務專業測驗練習
題)/倪仁禧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433-1-7
(EPUB) NT$300
科學玩具教師手冊/林唯芳等著 .-初版 .-- 新北市 : 寶工實業, 10810 .-41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396-0-0 (平裝)
活學活用厚黑學/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8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9-684-5
(平裝) NT$299
神の羊は神の御声を聞く(新信者必
読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9-6 (EPUB)
*海外旅行到歐洲 2016 年/杜岳作 .-再版 .-- 臺北市 : 杜岳, 10810 .-- 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130-3
(平裝) NT$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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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4-9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荷蘭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3-4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斯瓦
希里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
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
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6-0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義大
利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3-1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葡萄
牙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7-2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蒙古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5-0 (EPUB)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德文
版 )/ 全 能 神 教 會 編 輯 組 作 . 文 字 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6-9 (EPUB)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6-4 (PDF)
終わりの日のキリストの証人(神を
証しする 20 の真理)/全能神教會編
輯組作.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
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6-1 (EPUB)
終わりの日のキリストの語られる
言葉(選集)/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
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
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9-5 (EPUB)
教出雙語力: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媽咪
許雅寧的 30 堂讀寫課/許雅寧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14-3 (EPUB) NT$340
麥克筆表現技法習作/許雲翔作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美 化 企 業 ,
10811 .-- 41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98387-0-2 (平裝) NT$300
從來如此,便對嗎: 魯迅錦言錄/魯迅
著; 陳漱渝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42-5 (EPUB) NT$350
異國料理/薛文龍, 李思銘, 楊天恩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0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3-273-9 (平裝) NT$525
從菜鳥到專家: 人力資源管理實戰筆
記/李遠婷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
集,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53-3 (EPUB) NT$300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緬甸
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7-0 (EPUB)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全能神教
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
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7-8 (EPUB)

般若三書/釋心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貿騰發賣, 10811 .-- 冊 .-- ISBN
978-986-6265-13-6 ( 全 套 : 平 裝 )
NT$1140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希臘文
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
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
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130-8 (EPUB)

高效能學習: 孫易新心智圖法中小學
生精品課程講義/孫易新作 .-- 臺北
市 : 臺北市孫易新心智圖法補習班,
108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46-0-4 (平裝) NT$500
神賜大能/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吳
蘇心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法文版)/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會編
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
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32-157-5 (EPUB)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斯瓦希里
文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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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
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194-0
(EPUB)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義大利文
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
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
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123-0 (EPUB)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葡萄牙文
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
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
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164-3 (EPUB)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簡體字
版)/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
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
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166-7 (EPUB)
聆聽父親/張大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春工作室,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4-1-9 (EPUB)
裁きが神の家から始まる/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8-7 (EPUB)
筆尖上的智慧: 創世紀. 下/聖經著 .-1 版 .-- 新北市 : 基石音樂, 10810 .-2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840-8-0 (平裝) NT$199
森林電影院/一氏夫婦繪畫.文字 .-初版 .-- 新北市 : 一氏夫婦, 10812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75-4 (平裝) NT$650
超時空行旅: 邱奕辰個展/邱奕辰
作 .-- 苗栗縣 : 大河美術, 10810 .-- 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2382-43 (平裝) NT$300
*黃登山畫冊/黃登山作 .-- 臺北市 :
黃登山, 10810 .-- 5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06-8 (平裝)
超棒喜劇這樣寫/史提夫.卡普蘭
(Steve Kaplan)著; 呂繼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811 .-- 冊 .-ISBN 978-986-98373-1-6 (全套:平裝)
NT$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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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487-0 (PDF)
NT$300
雅樂十三音: 聖樂/陳重光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學興出版社, 10812 .-1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0-0-0 (第 1 冊:平裝) NT$350
智慧商業應用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年/曾巨威等作 .-- 臺北市 :
中國科大管理學院, 10810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26-44-1
(平裝)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支持 6 歲兒,
啟動學習動機、體驗「我能感」/親
子天下編輯群等著; 陳珮雯責任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21-1 (EPUB) NT$250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相信 5 歲,示
範品格力、練習人際力/親子天下編
輯群等作; 陳珮雯責任編輯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81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03-513-6
(EPUB)
NT$250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理解 4 歲兒,
趕走壞脾氣、練習耐挫力/親子天下
編輯群等作; 陳珮雯責任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12-9
(EPUB) NT$250

話在肉身顯現(阿拉伯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3-9 (EPUB)

話在肉身顯現(德文版)/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1-7 (EPUB)

話在肉身顯現(波蘭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4-6 (EPUB)

話在肉身顯現(緬甸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0-0 (EPUB)

話在肉身顯現(俄文版)/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
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5-6
(EPUB)

道次第心要/惹對格西拉然巴.索南嘉
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廣覺林
佛學中心, 108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27-0-9 (平裝)

話在肉身顯現(馬來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099-8 (EPUB)
話在肉身顯現(荷蘭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9-3 (EPUB)
話在肉身顯現(斯瓦希里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1-2 (EPUB)

新世紀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作品選/
朱文斌, 葉周, 北奧主編 .-- 初版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00-43-3
(EPUB) NT$400

話在肉身顯現(菲律賓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37-7 (EPUB)

話在肉身顯現(印度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25-4 (EPUB)

話在肉身顯現(義大利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6-5 (EPUB)

話在肉身顯現(西班牙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0-1 (EPUB)

話在肉身顯現(葡萄牙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6-4 (EPUB)

話在肉身顯現(希臘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91-9 (EPUB)

話在肉身顯現(蒙古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8-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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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市調系列: 臺日合作拓展: 泰
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商機調查/沈
瑞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16-2 (PDF) NT$200
楊國樞文集/瞿海源主編; 朱瑞玲等
協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
10810 .-- 冊 .-- ISBN 978-986-437-1723 (全套:平裝)
聖潔性戀: 性戀沒有灰色地帶/袁幼
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4-0 (PDF)
暨南大學賞蝶愛蝶手冊/彭國棟, 邱
美蘭撰文 .-- 南投縣 : 暨大, 10811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11-0-8 (平裝) NT$200
管 理 的 本 質 Managing, performing,
living: effective management for a new
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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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489-4 (PDF) NT$400
嘉義新住民獨門家鄉味/李明成總編
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傳統文
化與技藝協會, 10810 .-- 5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2-0-7 (平裝)
NT$300
網路與自殺防治/李明濱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26-5 (PDF)
臺灣美景賞: 豆子の旅遊寫真/喬依
斯豆作.攝影 .-- 初版 .-- 雲林縣 : 賴
美豆, 10812 .-- 18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20-4 ( 平 裝 )
NT$450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202-2 (EPUB)

劉永仁個展: 時空的呼吸/有璽藝術
空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璽藝術
空間, 10811 .-- 4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405-0-7 ( 平 裝 )
NT$250

審判從神家起首(義大利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12-4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印尼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098-1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葡萄牙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5-9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印度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9-7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蒙古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7-3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西班牙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1-8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緬甸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85-8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希臘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6-8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韓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0-6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法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70-4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羅馬尼亞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42-1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阿拉伯文版)/末世
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
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03-2 (EPUB)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歐亞視域下歐洲
語 文教育的 創新與發 展 /張守慧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林文化,
108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83-5-2 (平裝) NT$500

審判從神家起首(俄文版)/末世基督
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59-9 (EPUB)

標 竿 人 生 ( 進 昇 版 )/ 華 理 克 (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道聲, 108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0-278-8 (PDF)

審判從神家起首(荷蘭文版)/末世基
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32-160-5 (EPUB)
審判從神家起首(斯瓦希里文版)/末
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
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

墨藝奇趣/鄭紅雪, 黃嘉瑤執行主編 .- 新北市 : 華夏藝文學院群英會,
10810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38-0-5 (平裝)
學會用情: 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2/
蔡璧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
化,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42-8 (EPUB)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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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天你會懂 Hundert: was du im
leben lernen wirst/ 海 可 . 法 樂 (Heike
Faller)作; 韓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490-0 (PDF)
NT$650
禪宗秘笈瞬間開悟開眼. 2020 年/黃
浩洋作 .-- 臺北市 : 黃浩洋, 10901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184-6 (精裝) NT$990
藍姆姆的記事本: 卑南族 Pinaski 部
落植物採集、音樂、繪圖創作有聲
書/林源祥作 .-- 初版 .-- 花蓮縣 : 林
源祥,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227-0 (精裝附光碟
片) NT$550
簡單的生活提案/Shiori, 澀谷直人(ミ
ニマリストしぶ)著; 王詩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銀河舍, 10811 .-- 冊 .-ISBN 978-986-96624-9-9 (全套:平裝)
難題神解/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吳
蘇心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8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275-7 (PDF)
鑼鼓節奏遊戲/邱垂堂著 .-- 初版 .-臺北市 : 花蓮縣建昇文化藝術基金
會, 10810 .-- 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68-0-7 (平裝) NT$120
佛藏經講義. 第一輯/平實導師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38-3-0 (PDF)
我的菩提路. 第五輯/林慈慧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8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38-4-7 (PDF)
永遠的陳拱北/張秀蓉, 江東亮著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8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01-8
(EPUB) NT$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