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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書評職人 : 失憶時代的點書 / 范銘如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當代觀
點 ; 29) .-- ISBN 978-986-323-328-2
(平裝) NT$340
1.書評 2.文學評論 011.69
我導讀,你好讀 : 188 本青少年成長
小說閱讀指引. 1 / 張子樟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稻田,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道 ; DL03) .-ISBN 978-986-5949-96-9 ( 平 裝 )
NT$290
1.推薦書目 2.青少年讀物 3.小說
012.3
一本讀懂 50 冊經濟學名著 : 從經典
傑作到現代暢銷書,輕鬆瞭解改變世
界的經濟學 / 蔭山克秀著 ; 高品薰
譯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ViewPoint ; 100) .-- ISBN
978-986-477-066-3 (平裝) NT$380
1.經濟學 2.專科目錄 016.55
這樣「讀」就對了 / 吳宛霖等作 ; 陳
玫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26-82-9
(平裝)
1.讀書法 2.閱讀指導 019.1
超快速讀書法 / 王乾任著 .-- 一版 .-臺北市 : 釀出版, 10812 .-- 262 面; 21
公分 .-- (啟思路 ; 15) .-- BOD 版 .-ISBN 978-986-445-371-9 ( 平 裝 )
NT$350
1.讀書法 2.閱讀指導 019.1
人生接軌手帳書 / 徐荷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bon matin ; 126) .-- ISBN 978-986384-408-2 (平裝) NT$380
1.筆記法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閱讀悅精彩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 10812 .-- 150 面; 21 公分 .-(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 ; 第 16
輯) .-- ISBN 978-986-5444-31-0 (平裝)
NT$150
1.公共圖書館 2.圖書館推廣服務 3.
閱讀 4.文集 026.07

國學
清代漢學與新疏 / 林慶彰等合著 ; 張
素卿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6-8 (平裝) NT$580
1.漢學 2.清代 3.文集 030.7
清代漢學與左傳學 : 從「古義」到
「新疏」的脈絡 / 張素卿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9-8
(平裝) NT$550
1.漢學 2.清代 3.左傳 4.研究考訂
030.9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生活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4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3-5 (平裝) NT$700
1.常識手冊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新亞論叢. 第二十期 / 香港新亞文商
書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450 面; 26 公分 .-- (大學叢
書. 新亞論叢 ; 1703006) .-- 年刊 .-ISBN 978-986-478-338-0 ( 平 裝 )
NT$680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發掘拾光 : 十三行博物館導覽手冊 /
陳春蘭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10812 .-- 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316 (平裝) NT$400
1.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博物館
導覽 3.手冊 06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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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紀 : 史博館「老骨頭」的旅程 /
翟振孝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史博
館, 10812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37-11-4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1200
1.國立歷史博物館 2.文物典藏
069.9733

普通論叢
大師兄胡語錄 / 馮世寬作 .-- 新北市 :
馮世寬, 10812 .-- 冊 .-- ISBN 978-95743-7314-7 (全套:精裝)
1.言論集 078
文淵文集. 第四冊 / 樓文淵編輯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漢 雅 資 訊 ,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669-8-7 (平裝)
1.言論集 078
自由、民主、人權與近代東亞論集 /
薛化元, 若林正丈, 川島真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政大台灣史研究所,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02-0-8 (平裝) NT$250
1.言論集 078
香港.1960 年代 / 黃淑嫻主編 .-- 臺北
市 : 文訊雜誌社,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02-45-5 (平
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飛越宇宙人間 / 吳豐山著 .-- 初版 .-臺北市 : 玉山社, 1081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53-6 (平
裝) NT$380
1.言論集 078
*病厄困作 : 海隅微言論集 / 毛鑄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學術,
10901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43-18-8 (平裝) NT$500
1.言論集 078
參與我們 / 朱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肯夢國際, 108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4887-2-4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順天應人天道酬勤 : 林嘉誠見思錄 /
林 嘉 誠 著 .-- 臺 北 市 : 獵 海 人 ,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3-8-5 (平裝) NT$200
1.言論集 078

週末管制論衡 / 劉孔中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二十一世紀基金, 10812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065-6-6 (平裝) NT$520
1.言論集 2.時事評論 078
學人側影 / 黃進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 10901 .-- 212 面; 21 公
分 .-- (允晨叢刊 ; 162) .-- ISBN 978986-97555-8-0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哲學類
學術思想概論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詮釋探問 /
黃冠閔, 梁奮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
38) .-- ISBN 978-986-5432-26-3 (平裝)
NT$260
1.學術思想 2.東西方關係 3.比較研
究 4.文集 110.7

中國哲學
中國古代哲學十五講 / 何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8-02 (平裝) NT$500
1.中國哲學 120
老子今注今譯 / 吳椿榮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2 .-3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7-3 (平裝)
1.老子 2.注釋 120.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七, 中孚卦、
小過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812 .-- 19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649-91-9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八, 既濟卦、
未濟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812 .-- 1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649-92-6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六, 渙卦、節
卦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
明講習堂, 1081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90-2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細說易經六十四卦暨相關卜卦學說
闡述 / 金靈子, 曾子恆作 .-- 初版 .-臺北市 : 達觀, 10901 .-- 832 面; 23 公
分 .-- (開運鑑定館 ; 49) .-- ISBN 978986-98303-4-8 (平裝) NT$1200
1.易經 2.注釋 121.12
大易至簡 : 米鴻賓解讀中國智慧 / 米
鴻賓作 .-- 臺北市 : 傅裕上, 10812 .-363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2-9 (精裝) NT$686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儒行與禮典 : <<孔子家語>>思想探
究 / 徐其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 10901 .-- 438 面; 23 公分 .-- (漢
學研究叢書. 文史新世界叢刊 ;
402009) .-- ISBN 978-986-478-335-9
(平裝) NT$640
1.孔子家語 2.研究考訂 121.2
儒學思想與實踐 / 許明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3-965-2
(平裝) NT$280
1.儒家 2.儒學 121.2
論語三百講. 下篇 / 傅佩榮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448-0
(平裝) NT$35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三百講. 中篇 / 傅佩榮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447-3
(平裝) NT$30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道義 / 王世宗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非馬勸學會, 1090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31-0-0 (平
裝) NT$10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講記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
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 二
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812 .-154 面; 30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8455-7-1 (第 3 冊:平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孔子之道 / 王世宗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非馬勸學會, 109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31-1-7 (平
裝)
1.(周)孔丘 2.論語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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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之為政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心 ; 2) .-ISBN 978-986-6574-81-8 (平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7
論語煉心譯 / 玄覺易老註釋 .-- 彰化
縣竹塘鄉 : 莊茗繹, 10812 .-- 4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0-7
(平裝) NT$250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7
君子慎獨 : 大學新解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7) .- ISBN 978-986-397-121-4 (平裝)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7
老夫子品評荀子 / 老夫子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7-0 (平裝) NT$350
1.(周)荀況 2.學術思想 3.自我實現
121.27
老子說人生 / 王少農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8-7 (平裝) NT$200
1.道家 2.老莊哲學 121.3
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 / 陳麗桂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51 (平裝) NT$350
1.黃老治術 2.秦漢哲學 121.3
莊子講故事 : 老莊之道 / 王少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0901 .-- 1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8-1 ( 平 裝 )
NT$300
1.莊子 2.道家 3.老莊哲學 121.3
老子 / 譚偉雄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67-6 ( 平 裝 )
NT$160
1.(周)李耳 2.傳記 121.31
*如何走進老子哲學的堂奧 / 林俊弼
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林俊弼,
10812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7-7 (平裝) NT$200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恆道維心入門 : 突破<<道德經>>的
神秘 / 王文隆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96-35 (平裝)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郭店楚簡老子論證(增補本) / 陳錫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10901 .-448 面; 21 公分 .-- (國家文史叢書 ;
158) .-- ISBN 978-957-36-1573-6 (平裝)
NT$8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3.簡牘學
121.317
尊道貴德 : 老子新解. 2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304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9) .- ISBN 978-986-397-123-8 ( 平 裝 )
NT$4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道法自然 : 老子新解. 1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304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8) .- ISBN 978-986-397-122-1 ( 平 裝 )
NT$4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圖解道德經大全 / 唐譯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901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25-3 (平裝) NT$400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中國第一逍遙書 : 莊子 / 秦榆作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1 .-256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33) .- ISBN 978-986-392-300-8 ( 平 裝 )
NT$340
1.(周)莊周 2.莊子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33
莊子的人生哲學 : 以生死智慧為中
心 / 釋開藏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
剛法林印經會,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學術論叢 ; 1) .-- ISBN 978986-86925-9-6 (平裝) NT$250
1.(周)莊周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21.33
老夫子品評墨子 / 老夫子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6-3 (平裝) NT$350
1.(周)墨翟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21.41
老夫子品評管子 / 老夫子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3-2 (平裝) NT$350

1.(周)管仲 2.學術思想 3.企業管理
121.61
老夫子品評韓非子 / 老夫子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5-6 (平裝) NT$350
1.(周)韓非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21.67
老夫子品評鬼谷子 / 老夫子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1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4-9 (平裝) NT$300
1.鬼谷子 2.學術思想 3.謀略
121.887
鬼谷文化古智今用論文集. 第六輯 /
黃春枝等作 .-- 臺中市 : 唯心宗南天
文化院, 10901 .-- 68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6088-40-7 (平裝)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121.887
主體、工夫與行動 : 朱熹哲學的新
探索 / 馬愷之, 林維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華
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發行,
10812 .-- 220 面; 23 公分 .-- (華人文
化主體性研究叢刊) .-- ISBN 978-98698555-8-7 (平裝) NT$300
1.(宋)朱熹 2.學術思想 3.朱子學
125.5
陽明法 : 心學休養功夫門徑 / 劉偉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宇河文化出
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812 .-- 292
面; 23 公分 .-- (Discover ; 52) .-- ISBN
978-986-456-317-3 (平裝) NT$30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儒家義理輔導學之建構 : 以王陽明
與王船山義理中的意義治療為核心
展開 / 李瑋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1 .-- 390 面; 21 公分 .-(文史哲學集成 ; 729) .-- ISBN 978986-314-501-1 (平裝) NT$540
1.(明)王守仁 2.(清)王夫之 3.學術思
想 4.哲學 126.4
郭齊勇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 郭齊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812 .-- 405 面; 23 公分 .-- (當代新
儒學叢書) .-- ISBN 978-957-15-1823-7
(平裝) NT$600
1.新儒學 2.文集 128.07
蔡仁厚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 蔡仁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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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 .-- 328 面; 23 公分 .-- (當代新
儒學叢書) .-- ISBN 978-957-15-1822-0
(平裝) NT$500
1.新儒學 2.文集 128.07

東方哲學
*業瑜伽 : 因果業報的永恆之道 / 尊
者惹查西牟尼著 ; 華嚴譯經苑譯 .-1 版 .-- 新北市 : 光潽文創,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496-6-3 (平裝) NT$300
1.吠陀 2.瑜伽 3.靈修 137.2
*氣、生命、調息法 : 探索傳承自
Yogi Bhajan 的昆達里尼瑜伽®呼吸
技術 / Ek Ong Kar Kaur 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
師協會, 10812 .-- 240 面; 22X28 公
分 .-- ISBN 978-986-97115-2-4 (平裝)
NT$1980
1.瑜伽 137.84
瑜伽秘要 : 瑜伽經、哈達瑜伽明燈、
葛蘭達本集、希瓦本集合集 / 波檀
迦利(Maharsi Pantanjali), 史瓦特瑪拉
(Swatmarama Yogi)著 ; 楊台基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528 面;
21 公分 .-- (SKY 系列 ; 7) .-- ISBN
978-986-98128-3-2 (精裝) NT$800
1.瑜伽 137.84

西洋哲學
沉思錄活學活用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0-3 (平裝) NT$450
1.安東尼(Antoninus, Marcus Aurelius,
121-18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1.75
臺灣新士林哲學的倫理學發展 / 潘
小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至潔,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632-79-1 (平裝)
1.士林哲學 2.臺灣 3.文集 142.207
失控的正向思考 / 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著 ; 高紫文譯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2 .-- 336 面; 19 公
分 .-- (左岸社會議題 ; 304) .-- ISBN
978-986-98006-9-3 (平裝) NT$400

1.樂觀主義 2.快樂 3.自信 4.職場成
功法 143.69

1.拉岡(Lacan, Jacques, 1901-1981) 2.精
神分析 170.189

1.人格心理學 2.人格特質 3.自我實
現 173.75

約 翰 . 彌 爾 自 傳 / 約 翰 . 彌 爾 (John
Stuart Mill)著 ; 陳蒼多譯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14-4 (平裝)
NT$250
1.彌爾(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2.
哲學 3.傳記 4.英國 144.53

病由心生 : 情緒致病也治病,拔病根
必須從心入手 / 郝萬山著 .-- 初版 .-臺北市 : 沐光文化, 10901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8-2-6
(平裝) NT$360
1.心理衛生 2.心身醫學 3.情緒管理
172.9

無限的荒謬 : 恩格斯發展觀研究 / 榮
偉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Do 思潮 ;
13) .--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6-3 (平裝) NT$420
1.恩格斯(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79

不操心的教養 : 如何培養內控型的
孩子,自動自發主導自己的人生 / 威
廉.史帝羅(William Stixrud), 奈德.強
森(Ned Johnson)著 ; 彭湘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5-0
(平裝) NT$340
1.兒童心理學 2.抗壓 3.獨立學習 4.
親職教育 173.1

增強你的意志力 : 教你實現目標、
抗拒誘惑的成功心理學 / 羅伊.鮑梅
斯特(Roy F. Baumeister), 約翰.堤爾尼
(John Tierney)著 ; 劉復苓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36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108) .-- ISBN
978-986-98680-0-6 (平裝) NT$380
1.意志 2.自我實現 173.764

形上學；玄學
郎尼根論存有視域 : <<洞察>>第十
一至十三章釋義 / 關永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812 .-210 面; 23 公分 .-- (輔仁大學研究叢
書 ; 222) .-- ISBN 978-957-8843-45-5
(平裝) NT$250
1.郎尼根(Lonergan, Bernard J.
F.(Bernard Joseph Francis), 1904-1984)
2.學術思想 3.知識論 4.認知 161
淨土 天堂 地獄 / 張鳴編 .-- 三版 .-臺北市 : 張鳴, 10901 .-- 448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61-1 (平裝)
1.因果 2.命理 3.人生哲學 168.7
認識淨土 / 張鳴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鳴, 10901 .-- 148 面; 15 公分 .-ISBN 978-957-43-7363-5 (平裝)
1.因果 2.生命教育 3.人生哲學
168.7
認識護生 / 張鳴編 .-- 参版 .-- 臺北
市 : 張鳴, 10901 .-- 4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362-8 (平裝)
1.因果 2.生命教育 3.命理 168.7

心理學
永夜微光 : 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
革命 / 沈志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624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
會叢書 ; 9) .-- ISBN 978-986-350-3743 (平裝) NT$870

心理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5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2-8 (平裝) NT$800
1.青少年心理 173.2
阿德勒解析男人與女人 / 岩井俊憲
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4-1 (平裝) NT$320
1.成人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

清醒夢的第一本書 : 隨心創造夢境,
開發潛能、療癒自我,通往心靈的大
門 / 馬克.麥可埃羅伊(Mark McElroy)
著 ; 陳圓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56 面; 21 公分 .-- (Future ;
35) .-- ISBN 978-986-477-780-8 (平裝)
NT$320
1.夢 2.潛意識 175.1
不工作 : 為什麼我們該停手 / 喬許.
柯亨(Josh Cohen)作 ; 邱振訓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01 .-368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ISBN 978-986-360-148-7 ( 平 裝 )
NT$380
1.心理學 2.精神分析 175.7

女人辭典 / 劉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21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3-1 (平裝) NT$350
1.女性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1

早期課 / Jane Roberts 著 ; 謝欣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02 .- 560 面; 21 公分 .-- (賽斯書 ; 19-) .-ISBN 978-986-97920-6-6 (第 6 冊:精裝)
NT$620
1.心靈學 175.9

男人辭典 / 劉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2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2-4 (平裝) NT$200
1.成人心理學 2.男性 3.兩性關係
173.32

實 現 願 望 的 獨 角 獸 : 月光 寶 盒 /
Elizabeth Chou 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埃洛希姆智庫, 109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2-0-5
(平裝) NT$380
1.超心理學 2.靈修 175.9

老年人的生活世界 : 看開、放下、
認真過生活 / 丘榮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啟視路 ; 23) .-ISBN 978-986-97990-7-2 (平裝)
1.老年心理學 2.生活指導 173.5

選擇 : <<個人實相的本質>>讀書會.
3 / 許添盛主講 ; 李怡懃文字整理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01 .-320 面; 21 公分 .-- (賽斯心法 ; 7) .-ISBN 978-986-97920-5-9 ( 平 裝 )
NT$350
1.超心理學 2.讀書會 175.9

內 在 英 雄 / 卡 蘿 . 皮 爾 森 (Carol S.
Pearson)著 ; 徐慎恕, 朱侃如, 龔卓軍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
叢書 ; 73) .-- ISBN 978-986-360-146-3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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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狡猾讀書法 : 應考必備!改變順
序,短時間考出來好成績 / 佐藤大和
著 ; 蔡昭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
竟, 10902 .-- 120 面; 21 公分 .-- (第一

本 ; 101) .-- ISBN 978-986-137-290-7
(平裝) NT$230
1.記憶 2.讀書法 3.學習方法 176.3
專注,是一種資產 : 七件事練習法,打
造富足的精神資本 / 柚子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4-3
(平裝) NT$320
1.注意力 2.成功法 176.32
創造學 : 理論與應用 / 經觀榮, 王興
芳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10812 .-- 3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8-0 (平裝)
1.創造性思考 2.知識管理 176.4
點子就是一直來 : 10 個保持創意來
源的方法,不論順境還是逆境 / 奧斯
汀.克隆(Austin Kleon)著 ; 吳琪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063 (平裝) NT$280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176.4
真實的快樂 / 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著 ; 洪蘭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大眾心理館 ; A3358) .-- ISBN 978957-32-8717-9 (平裝) NT$350
1.樂觀 2.生活指導 176.51
失落、哀傷諮商與治療 : 客體角色
轉換模式 / 吳秀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2 .-- 2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842-7 ( 平 裝 )
NT$500
1.悲傷 2.諮商 3.心理治療 176.52
扣扣小樂園. 1, 認識好朋友 / 陳子倢,
林靖作 ; 陳怡今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小人小學, 10812 .-- 60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98580-0-7 (精
裝) NT$280
1.情緒 2.繪本 176.52
孤獨是一種狀態,寂寞是一種心情 /
植西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現,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8-8-9 (平裝) NT$280
1.孤獨感 2.生活指導 176.52
面對恐懼的勇氣 : 翻轉思維,採取行
動向前行 / 露絲.蘇庫普(Ruth Soukup)
著 ; 廖綉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
事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3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651 (平裝) NT$420
1.恐懼 2.自我實現 176.52

0.5 秒治好緊張體質 : 雙腳張開、手
舉高、抬頭深呼吸,45 個輕鬆消除簡
報、面談、會議開始前, 雙腿發抖、
手心冒汗的祕訣 / 伊勢田幸永著 ; 莊
雅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6145-1 (平裝) NT$300
1.緊張 2.情緒管理 176.54
打造理想人生的習慣大全 : 讓你輕
鬆戒掉壞習慣、養成好習慣的核心
策略 / 古川武士著 ; 洪逸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352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26) .-- ISBN 978-986-507-075-5 (平裝)
NT$350
1.習慣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74
錯覺資產 : 比起運氣和實力,「讓人
誤會的力量」才決定一切! / ふろむ
だ著 ;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2 .-- 33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d ; 第 647 種)(Upward ;
647) .-- ISBN 978-957-9314-47-3 (平裝)
1.行為心理學 2.人際關係 176.8
讀心,停、看、聽 : 讀懂人心關鍵的
63 種方法 / 詹志輝編著 .-- 一版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社會大學系列 ; 31) .-ISBN 978-986-411-113-8 ( 平 裝 )
NT$270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176.8
不藏私 : 超實用的氣場操縱術 / 俞建
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贏家 ;
34) .-- ISBN 978-986-411-112-1 (平裝)
NT$270
1.應用心理學 2.能量 177
挺經 : 詭道的最高境界是「不巧用」
/ 曾國藩作 ; 盛 琳譯解 .-- 二版 .-- 臺
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古學今用 ; 134) .-- ISBN
978-986-392-302-2 (平裝) NT$230
1.謀略 177
做人的 7 種智慧 : 活用厚黑學,妙用
潛規則 / 胡細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菁品文化, 10902 .-- 336 面; 21 公
分 .-- (通識系列 ; 80) .-- ISBN 978986-98476-4-3 (平裝) NT$320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算計還是計算 / 楊煥強著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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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98241-2-5 ( 平 裝 )
NT$299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漫畫圖解.立即可用的 NLP : 激發潛
能、完美溝通、成就自己想要的未
來 / 藤川とも子著 ; 陳光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43-6 ( 平 裝 )
NT$320
1.溝通 2.傳播心理學 3.神經語言學 4.
自我實現 177.1
一分鐘改變自己 : 輕鬆攻克影響一
生的 101 種壞毛病 / 約翰遜編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1 .-- 1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9-8 ( 平 裝 )
NT$2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人生就求一次如魚得水 / Cinyee Chi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3 .-192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68) .- ISBN 978-986-133-711-1 ( 平 裝 )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下一 球會更好 : 練就專業運 動員
「投入賽局」的心理戰力，戰勝職
場和人生各種不可能 / 卓瑞.鮑德溫
(Dre Baldwin)著 ;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遠足文化, 10903 .- 304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場 ; 6) .-ISBN 978-986-98588-1-6 ( 平 裝 )
NT$36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小小兵,你對我一見鍾情? / 小小兵
作 ; RHK 編輯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素人創意, 10901 .-- 2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97284-7-8 (平裝)
NT$399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正確的準備 : 成功的方法,「才能」
只占 10%,其餘就憑看得見的準備 /
栗原甚著 ;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
分 .-- (Think ; 193) .-- ISBN 978-9579654-68-5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年屆四十,中年迷路 / 姜善英著 ; 鄭
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

系列 ; 63) .-- ISBN 978-986-507-080-9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如果電影有魔法,一定就在情感流動
之中 / 黃柏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62-9 ( 平 裝 )
NT$320
1.自我實現 2.自我肯定 3.影評
177.2
自信,沒人能給,更別自己摧毀! : 建立
自信的 7 個好習慣 / 巴登.高史密斯
(Barton Goldsmith)著 ; 蕭美惠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Think ; 192) .-ISBN 978-957-9654-62-3 ( 平 裝 )
NT$320
1.自信 2.生活指導 177.2
有窮爸爸,你也能變富兒子 : 啟動
「致富潛能」,徹底扭轉錯誤「錢意
識」,讓貧窮不世襲、富能過三代的
富人心理學 / 李約瑟(이요셉), 金蔡
松花(김채송화)作 ; 蔡佩君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55-9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理財 177.2
每日一句正能量 : 讓轉念成為照亮
自己的光 / 陳辭修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樂果文化, 10901 .-- 416 面; 19
公分 .-- (樂分享 ; 5) .-- ISBN 978-9579036-25-2 (平裝)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我不是挨打就會趴下的人 : 跌倒後
拍拍灰塵、挺起背脊,往前走得更堅
定 / 沈雅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13-1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我用十年賺小錢! : 多棲、快樂、自
由,零工新世代的成功外掛人生 / 金
正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0901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6-95-2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你 可以輸得 很精彩 / 雪莉戴維朵
(Shelley Davidow), 保羅威廉斯(Paul
Williams)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凱特
文化創意,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you can ; 231) .-- ISBN 978-98697345-7-8 (平裝) NT$350

我 的存在來 就值得青 睞 / 吳姍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292-9 (平裝) NT$38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這樣開始也不錯,擺脫束縛的一年 /
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著 ; 周
宜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901 .-- 320 面; 19 公分 .-- (輕心
靈 ; 1) .-- ISBN 978-957-503-538-9 (平
裝)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受用無窮的 80 個財富故事 / 劉燁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1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7-3 ( 平 裝 )
NT$250
1.成功法 2.財富 177.2

動機迷思 / 傑夫.海登作(Jeff Haden) ;
林奕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03-6 (平
裝) NT$420
1.成功法 2.動機 177.2

要問出好問題,你得先問問自己 / 松
田充宏作 ; 邱心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8-4 (平
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最美好的那個妳,一直都在 : 離開麻
痺無感的日常,找回偏離迷失的自己
/ 克 莉 絲 朵 . 赫 斯 特 (Chrystal Evans
Hurst)著 ; 童貴珊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0812 .-- 336 面;
21 公分 .-- (心跨越 ; 9) .-- ISBN 978986-97168-8-8 (平裝)
1.自我實現 2.基督徒 3.女性 177.2

1.成功法

177.2

秘密活學活用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0-0 (平裝) NT$400
1.自我肯定 2.成功法 177.2
馬雲 : 為什麼考 10 名左右的孩子容
易成功 / 鄭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803-6 ( 平 裝 )
NT$2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第二座山 : 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
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 / 大衛.布
魯克斯(David Brooks)著 ;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416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684) .-- ISBN 978-986-479914-5 (平裝)
1.自我實現 2.人生哲學 177.2
做自己喜歡的事吧! : 卓君澤力挺勇
敢追夢的你 / 卓君澤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99-0 (平
裝)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這樣的我,也是不錯 : 即使人生不那
麼閃閃發光,你也能好好愛自己 / 朴
珍英著 ; 李修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693-6 ( 平 裝 )
NT$28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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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的技術 : 給想完成很多事,但總
是被拖延症耽誤的人 / 小倉廣著 ; 楊
雅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8-0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當個理直氣壯的花瓶 : 不當女強人
要當幸福女人 / 黎艾軒作 .-- 初版 .-新北市 : 鴻霖環教,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057-1-4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態度定高度 : 哈佛大學的 37 堂菁英
必修課 / 韋秀英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樂文化, 10903 .-- 272 面; 21 公
分 .-- (Smart ; 95) .-- ISBN 978-9578710-55-9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藝/異域對話 : 藝術.教育.人類學論文
集 / 張純櫻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藝大, 10812 .-- 20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11-8-6 (平裝)
NT$450
1.藝術教育 2.人類學 3.文集 903.07
一起喝杯咖啡吧!27 道人際溝通與烘
焙美食的邂逅 / 劉昭榮作 .-- 初版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0-3 (平
裝) NT$300
1.人際傳播 2.溝通技巧 177.3
虧我一直把你當朋友 : 拒絕別人對
你的傷害,找回關係主體性的關係心
理學 / 成裕美作 ; 林侑毅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
分 .-- (Mind map ; 201) .-- ISBN 978957-658-299-8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177.3
自我轉變之書 : 轉個念,走出困境,發
揮自己力量的 12 堂人生課 / 羅莎姆.
史東.山德爾(Rosamund Stone Zander)、
班傑明.山德爾(Benjamin Zander)著 ;
江麗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
習 ; 25) .-- ISBN 978-986-97836-9-9
(平裝) NT$360
1.領導 2.成功法 177.5
融入宗教與靈性的心理諮商 / 陳秉
華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
坊文化, 10812 .-- 3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57-170-4 ( 平 裝 )
NT$600
1.心理諮商 2.宗教心理 178.4
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 / 林家興著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1 .-- 324
面; 23 公分 .-- (心理 治 療系列 ;
22172) .-- ISBN 978-986-191-895-2 (平
裝) NT$380
1.心理諮商 2.心理治療 178.4
亞隆文選 /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著 ; 鄧伯宸, 徐大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張老師, 10901 .-- 570 面; 19 公
分 .-- (心靈拓展系列 ; D207) .-- ISBN
978-957-693-938-9 (精裝) NT$850
1.心理治療 178.8
兒童與青少年創傷知情實務工作 /
William Steele, Cathy Malchiodi 著 ; 謝
政廷, 許智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40-5-3 ( 平 裝 )
NT$35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3.兒童心理
學 4.青少年心理 178.8
諮商與心理治療倫理 : 準則、研究
與 新 興 議 題 / Elizabeth Reynolds
Welfel 作 ; 王文秀等譯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82-61-1 (平裝) NT$680
1.諮商 2.心理治療 178.8

美學
談美 / 朱光潛 .-- 2 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1 .-- 200 面; 19 公分 .-- (名家
掌中書 ; 1) .-- ISBN 978-957-763-8090 (平裝) NT$250
1.美學 180

倫理學
道德情操論輕鬆讀 / 劉燁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3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3-4 (平裝) NT$500
1.倫理學 190.1
什 麼才是人 生最值得 的事 / 洪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50+好好 ;
BFP016) .-- ISBN 978-986-479-921-3
(平裝) NT$40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不管怎樣的哭法,我都準備好了 : 從
女孩到女人,福原愛的眼淚哲學 / 福
原愛口述 ; 彭薇霓文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19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ISBN 978-957658-291-2 (平裝) NT$3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 / 李尚龍作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1 .-304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系列 ;
20) .-- ISBN 978-957-9054-49-2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啟迪一生的 100 個哲理故事 / 劉燁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16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4-3 ( 平 裝 )
NT$25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情緒的鏡子 / 林凱沁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14-9 (平
裝)
1.人生哲學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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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一生的 70 個人生故事 / 劉燁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1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3-6 ( 平 裝 )
NT$30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我們為何期待來生？ / 山繆.薛富勒
(Samuel Scheffler)著 ; 邱振訓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01 .-264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ISBN 978-986-360-147-0 ( 平 裝 )
NT$320
1.生命哲學 2.利他主義 3.利己主義
191.91
人間修行. 三, 人間錯愛 : 神明的考
題 / 莫林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
客思,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心
靈勵志 ; 50) .-- ISBN 978-957-926747-2 (平裝) NT$280
1.靈修 192.1
內在之光 : 靈性脈輪曼陀羅光療卡 /
李芯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
文創,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好
生活 ; 16) .-- ISBN 978-986-98561-4-0
(平裝) NT$350
1.靈修 2.曼陀羅畫 192.1
天地經.課題 :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二
/ 翁瑞沛作 .-- 1 版 .-- 新北市 : 百善
書房,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智
慧經典 ; 39) .-- ISBN 978-986-390162-4 (平裝) NT$300
1.靈修 192.1
生命本源煉心探索 / 玄覺易老作 .-彰化縣竹塘鄉 : 莊茗繹, 10812 .-- 4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14 (平裝) NT$25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生涯發展與規劃 : 為職涯發展做準
備 / 王淑俐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揚
智文化,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心理學叢書) .-- ISBN 978-986-298337-9 (平裝) NT$320
1.生涯規劃 192.1
存在之美 : 結合東西方視野的快樂
指南 / 索羅門.卡茲(Solomon Katz)著 ;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
能文化, 10902 .-- 304 面; 21 公分 .-(心靈成長系列 ; 215) .-- ISBN 978986-97732-5-6 (平裝) NT$450
1.靈修 192.1

自箴集 / 孔慶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幼獅, 10812 .-- 149 面; 21 公分 .-(介青齋手記 ; 第 12 輯) .-- ISBN 978986-449-184-1 (平裝)
1.修身 2.健康法 192.1
每種情緒都是天賦 : 穿越情緒迷霧,
更能善用各種感受創造自在、理想
的生活 / 蘭迪.塔蘭(Randy Taran)著 ;
林吟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2 .-- 304 面; 21 公分 .-- (心視
野 ; 64) .-- ISBN 978-986-507-076-2
(平裝) NT$34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神的編碼 : 我們都是機器人 / 史提夫.
羅德斯(Steve Rhodes)作 ; Lallen Sa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7-2 (平裝) NT$400
1.靈修 192.1
能量訊息 : 通往愛與覺醒的高靈智
慧 / 李.哈里斯著 ; 鄭百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320 面; 21 公分 .-- (Spirit ; 21) .-ISBN 978-957-658-290-5 ( 平 裝 )
NT$420
1.靈修 192.1
終結業力,活出真實的自己 / 蒂娜.司
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 魏佳
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西屯區市 : 一
中心, 10903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9517-93-5 ( 平 裝 )
NT$320
1.靈修 192.1
華才心靈點滴 : 意識生命完整歷程 /
華才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安大
斅出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3-28 (平裝) NT$1000
1.靈修 2.格言 192.1
菜根譚活學活用 / 東方聞睿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5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9-7 (平裝) NT$900
1.修身 192.1
遇見未知的自己 / 張德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272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4789
種)(張德芬作品集 ; 4) .-- ISBN 978957-33-3508-5 (平裝) NT$3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愛與療癒 : 身心靈導師指南 / 許宏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2-7 (平裝) NT$360
1.靈修 192.1

1.格言

讓自己成為上帝 : 自控決定成敗 / 劉
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2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5-0 ( 平 裝 )
NT$350
1.修身 2.成功法 192.1

袁氏世範白話讀本 / (宋)袁采原著 ;
練卜鳴, 練宇中校注 .-- 初版 .-- 臺北
市 : 唐山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發行,
1090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183-9 (平裝) NT$360
1.家訓 2.修身 193

30 天口才特訓班 : 調個性,練口才,圓
滿溝通並不難 / 劉瑩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達觀, 10902 .-- 352 面; 23 公
分 .-- (原創精品 ; 24) .-- ISBN 978986-98303-7-9 (平裝) NT$450
1.說話藝術 2.口才 192.32

生死學概論 / 郭慧娟編著 .-- 二版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29-8-6
(平裝)
1.生死學 197

比對話更關鍵的留白溝通術 : 急著
開口反而錯失機會,掌握「對話中的
沉默」才能掌握人心! / 谷原誠著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
周刊叢書 ; BW0733) .-- ISBN 978986-477-783-9 (平裝) NT$300
1.說話藝術 2.口才 3.溝通技巧
192.32
金口才 : 從此不再怕發言 / 劉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0902 .-- 1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6-350-1 (平裝) NT$300
1.說話藝術 2.口才 192.32
簡單生活的選物提案 : 練習保留和
捨棄的手感,留出 3 分空間給生活的
風格指南 / 繪里沙著 ; 黃筱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2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683-66-2 (平裝)
1.簡化生活 2.生活指導 192.5
一切都會好起來. 2 : 讓人天天歡喜
的 80 個方法 / 李偉文著 .-- 初版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064-97 (平裝) NT$260
1.格言 192.8
改變心境的勵志名言 : 一句座右銘,
一種新人生 / 冶函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菁品文化, 10902 .-- 384 面; 23
公分 .-- (通識系列 ; 79) .-- ISBN 978986-98476-3-6 (平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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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忍經活學活用 / 東方覺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2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6-7 (平裝) NT$450
1.忍經 2.注釋 3.倫理學 192.91

生死學與生命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彙
編. 2019 年第十五屆 / 孔令信等作 .-臺北市 : 中華生死學會, 108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40-22 (平裝) NT$450
1.生死學 2.生命教育 3.文集 197.07
專業倫理 : 設計倫理 / 中原大學專業
倫理中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9-9 (平裝) NT$400
1.專業倫理 198
專業倫理 : 科學與倫理 / 吳宗遠, 林
文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1-1 (平裝) NT$400
1.科學倫理 2.專業倫理 198.3
商管專業倫理和社會責任 / 秦宗春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8-2 (平裝) NT$400
1.商業倫理 198.48
專業倫理 : 教育倫理 / 潘惠銘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472 (平裝) NT$400
1.教育倫理學 2.專業倫理 198.52
專業倫理 : 法律倫理 / 中原大學專業
倫理中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2-8 (平裝) NT$400
1.法律倫理 198.58
怎麼回事? / J. LU 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8-943-3 (平裝)
NT$250
1.道德 2.倫理學 199
深愛覺醒 : 擁抱自己及一切美好關
係的高振動訊息 / 芭芭拉.安吉麗思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3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58-297-4 (平裝) NT$450
1.愛 2.自我實現 3.兩性關係 199.8

宗教類
總論
時尚宗教學 / 徐頌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1 .-- 4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6770-2 (平裝)
1.宗教 2.文集 207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大乘齋門教科
經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100 面; 26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55-6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弟子前傳口教
祖本宗師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70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59-4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佛堂規則合編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60 面; 26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60-0
(平裝) NT$500
1.宗教儀注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清帶齋教文獻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56 面; 26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61-7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普庵符咒 / 楊
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 10812 .-- 304 面; 26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57-0
(平裝) NT$500
1.符咒 2.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龍華佛教堂規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64 面; 26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56-3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龍華科儀(抄
本)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160 面; 26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58-7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宗教學
靈學初探 / 潘添盛作 .-- 一版 .-- 嘉義
縣水上鄉 : 潘添盛, 10902 .-- 280 面;
21 公分 .-- (大智慧叢書 ; 1) .-- ISBN
978-957-43-7337-6 (平裝) NT$250
1.靈界 2.靈修 215.7
靈魂祕笈. 七 : 第一次愛上自己 : 發
現來自靈魂的訊號 / 郭德芬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零 極 限 文 化 ,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樂活誌 ;
44) .-- ISBN 978-986-98282-5-3 (平裝)
NT$390
1.輪迴 2.靈魂 216.9

佛教
佛學概論 / 睿理法師撰著 .-- 初版 .-臺北市 : 北市大乘基金會, 10812 .-528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A184) .-- ISBN 978-986-98104-4-9 (平裝)
1.佛教 220
不怕,我有菩提心 : 創巴仁波切遺教
法寶 :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四 : 智悲菩
薩道. 下 / 邱陽.創巴仁波切 .-- 初
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0901 .-248 面; 22 公分 .-- (經典開示 ; 27) .-ISBN 978-986-97859-9-0 ( 平 裝 )
NT$370
1.佛教教理 220.1

1.大乘佛教 2.佛教修持

220.133

出家 50 問 /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2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37-1 (平裝) NT$160
1.佛教 2.問題集 220.22
弘一大師悲智雙運之願行 / 釋慧觀
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弘一大師紀
念學會, 10812 .-- 45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3234-9-0 (精裝)
1.佛教 2.文集 220.7
印順法師的淨土思想 : 從<<淨土心
論>>說起 / 釋紹和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千, 10901 .-- 155 面; 30 公
分 .-- (印順法師佛學思想 ; 1) .-ISBN 978-957-447-336-6 ( 平 裝 )
NT$320
1.釋印順 2.學術思想 3.佛教哲學
220.9208
開運佛經 / 大元印經會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0812 .-- 112 面;
15 公分 .-- (口袋叢書 ; Z001) .-- ISBN
978-986-5817-99-2 (平裝) NT$50
1.佛經 221.09
<<無量壽經>>譯註 / 淨土宗編輯部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淨土宗,
10902 .-- 610 面; 21 公分 .-- (淨土宗
叢書 ; 19) .-- ISBN 978-986-5888-44-2
(精裝) NT$350
1.方等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臺中市 : 中市佛教
蓮社, 10901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325-8-1 (平裝)
1.方等部 221.36
金光明最勝王經 / 大唐三藏沙門義
淨奉制譯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刷,
10812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34-5-6 (精裝)
1.經集部 221.742

實證佛教導論 / 呂真觀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 480 面;
23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358-956-3 (平裝)
1.佛教教理 2.實證研究 220.1

*金光明最勝王經 : 附懺儀 / 大唐三
藏沙門義淨奉制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10811 .- 49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3269-2-6 (精裝)
1.經集部 221.742

大乘佛教禪修理論與方法 / 學愚, 樊
舟主編 .-- 臺北市 : 新文豐, 香港中
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
108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7-2307-5 (平裝)

佛門地藏占察 : 占察善惡業報經 白
話解說 / 黃四明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易學佛堂文化, 10901 .-- 2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8912-6-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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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集部

221.781

圓覺經略說 / 南懷瑾講述 .-- 三版 .-臺北市 : 老古, 10901 .-- 46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059-25-4 (平裝)
NT$420
1.經集部 221.782
瑜伽菩薩戒說戒儀軌(居士版) / 惟俊
比丘尼彙編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
鄉 : 南林, 10812 .-- 7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3183-8-0 (平裝)
1.律藏 223.13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 0 六-一 0
七學年度 /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製
作 .-- 新北市 : 法鼓山僧伽大學,
1090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824-6-7 (平裝)
1.法鼓山僧伽大學 2.佛教教育
224.2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一九年, 冬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2 .-- 800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
脈叢書. 衲履足跡) .-- ISBN 978-98698182-9-2 (精裝) NT$400
1.佛教教化法 225.42
親知實見 / 帕奧西亞多英語講述 ; 瑪
欣德, 持法, 聖行共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灣無憂小築, 109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721-92 (平裝)
1.佛教修持 2.佛教說法 225.7

分 .-- ISBN 978-986-6059-27-8 (第 5
冊:平裝) NT$420
1.禪宗 226.6
一日一禪 / 東方聞睿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70-9 (平裝) NT$300
1.禪宗 2.修身 3.生活指導 226.65
公案禪語 / 吳怡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東大, 10901 .-- 236 面; 21 公分 .-(宗教) .-- ISBN 978-957-19-3204-0 (平
裝)
1.禪宗 2.佛教說法 226.65

佛法的知見與修行 / 聖嚴法師著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2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39-5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正法眼藏 : 法脈傳燈偈語錄導讀 / 吳
耀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本心講堂,
108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567-5-5 (平裝)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一 九六九邂 逅菩提 / 依空法師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藝文叢
書 ; 8050) .-- ISBN 978-957-457-534-3
(平裝) NT$300
224.517

和好 : 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 一行禪師
著 ; 汪橋譯 .-- 三版 .-- 新北市 : 自由
之丘文創, 遠足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58-9-3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學禪小記 / 普力宏法師講 ; 宏士居士
記 .-- 臺北市 :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91-0-8 (第 4 冊:平裝)
1.禪宗 226.65

禪林妙語 : 名寺古廟楹聯精選 / 泓逸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文字遊
系 ; 3) .-- ISBN 978-986-98303-5-5 (平
裝) NT$360
2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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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144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57-598-838-8 (平裝)
NT$10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海上佛影 : 上海博物館藏佛教藝術
展 / 李柏華等撰稿 ; 楊志剛, 如常主
編 .-- [臺北市] : 人間文教基金會出
版 ; [臺北市] : 人間文教基金會 ; 高
雄市 :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發行,
10812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15-0-7 (精裝) NT$900
1.佛教藝術 2.佛像 3.藝術展覽
224.52
跨域與融洽 : 黃歌川百歲紀念巡迴
展 / 黃歌川作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
教基金會出版 : 佛光緣美術館發行,
10812 .-- 72 面; 30 公分 .-- (佛光緣美
術館展出作品集系列 ; 24) .-- ISBN
978-957-457-535-0 (平裝) NT$600
1.佛教美術 2.繪畫 3.畫冊 224.52
人間清涼境 / 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靜思人文, 10901 .-- 256 面; 19
公分 .-- (靜思晨語 ; 3) .-- ISBN 978986-98269-9-0 (精裝) NT$280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開悟之前 : 七個日夜迴照自性的印
度禪堂 / 洪啟嵩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佛文化, 10812 .-- 288 面; 21 公
分 .-- (開悟講堂 ; 1) .-- ISBN 978-98696138-8-0 (平裝) NT$35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西方發願文註講記 / (明)蓮池大師原
著 ; (清)省庵大師註解 ; 釋大安作 .-初版 .-- 彰化縣和美鎮 : 宏圓印刷設
計,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866-1-5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修持 226.55
宗鏡錄略講 / 南懷瑾講述 .-- 二版 .-臺北市 : 老古, 10901 .-- 51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059-26-1 (第 1
冊:平裝) NT$480
1.禪宗 226.6
宗鏡錄略講 / 南懷瑾講述 .-- 二版 .-臺北市 : 老古, 10901 .-- 388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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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新語 / 南懷瑾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懷瑾文化, 1090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37-6-7 (平
裝) NT$24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門精粹 : 馬祖語錄 / 張尚德講述 .- 初版 .-- 苗栗縣獅潭鄉 : 達摩,
10901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585-8-4 (平裝) NT$400
1.禪宗 2.佛教說法 3.佛教修持
226.65
*禪修入門 / 海雲繼夢著 .-- 1 版 .-新北市 : 空庭書苑, 10812 .-- 152 面;
21 公分 .-- (華嚴禪觀 ; 3) .-- ISBN
978-986-96399-9-6 (平裝) NT$2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燈亮,佛成 : 達賴喇嘛說<<菩提道炬
論>>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鷲峰出版社, 10901 .-35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638-0-3 (精裝) NT$35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天珠解密 12 種 : 星座生肖都是神 /
巴魯巴, 八原 APP 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巴魯巴 101 文化藝術館, 10902 .- 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637-4-6 (平裝) NT$500

1.天珠

226.964

堪千阿貝仁波切大乘禪修引導文 :
遠離四種執著 / 堪千阿貝仁波切講
述 ; 確吉蔣稱彙編作者 .-- 初版 .-- 臺
中市 : 法藏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金剛乘系列 ; 2) .-- ISBN
978-986-97072-4-4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佛教教理
226.965
慧光集. 76, <<勝道寶鬘論>>廣釋<<
寶鬘莊嚴論>> /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
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寧瑪巴喇榮
三乘法林佛學會, 10901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42-8-5 (平
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教理 3.佛教修持
226.965
雪域之寶 : 香仁波切略傳 / 善聞文化
創意編輯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10812 .-- 17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7861-1-9 (平裝)
NT$300
1.香仁波切 2.藏傳佛教 3.佛教傳記
226.969
蓮花生大士 / 乃旦.秋林仁波切(Neten
Chokling Pinpoche)作 ; 陳思喬譯 .-二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10901 .-- 127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7888-6-1 (精裝) NT$400
1.蓮華生 2.藏傳佛教 3.佛教傳記
226.969
毘盧佛國妙通寺 : 妙通寺簡介 / 釋傳
敦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妙通寺,
10901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0805-5-8 (平裝)
1.妙通寺 2.高雄市 227.33/133
佛教史 / 杜繼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812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8-117-9 (下
卷:平裝) NT$480
1.佛教史 228
近當代中國佛教口述歷史 / 學愚, 樊
舟主編 .-- 臺北市 : 新文豐, 香港中
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
108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7-2308-2 (平裝)
1.佛教史 2.口述歷史 3.中國 228.2
玄奘 / 馬明博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65-2 ( 平 裝 )
NT$160
1.(唐)釋玄奘 2.佛教傳記 229.34
紫柏真可 : 鐵膽禪僧 / 釋智嚴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29-6-3
(精裝) NT$380
1.(明)釋真可 2.佛教傳記 229.36

道教
鬼谷仙師五路財神經禪解 : 乙未年
千秋護國息災祈安法會 / 混元禪師
主講 ; 易鑰出版社編輯 .-- 1 版 .-- 南
投縣國姓鄉 : 易鑰, 10901 .-- 冊 .-(唯心聖教-法寶大集結經典系列) .-ISBN 978-986-7007-66-7 (全套:平裝)
1.道藏 231

基督教
上帝的好朋友 : 聖經的故事 / 傑夫.
懷 特 (Jeff White) 文 ; 大 衛. 哈 靈 頓
(David Harrington)繪 ; 許雅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學,
10901 .-- 3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50-509-7 (精裝)
1.聖經故事 2.通俗作品 241
聖經故事輕鬆讀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4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4-8 (平裝) NT$650
1.聖經故事 241
清晨嗎哪 90 天. 18, <<希伯來書>>
<<土師記>> <<啟示錄>> <<詩篇九
十篇~一 0 七篇>> / 王天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266-9-3 (精裝)
1.聖經研究 2.讀經 3.靈修 241.01
聖言離你不遠 : 甲年主日讀經評注 /
任安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 10812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22-1 (平裝) NT$390
1.聖經研究 2.讀經 241.01
按正意理解聖經 / 連恩.伯霈德(Lane
A. Burgland)著 ; 闞小玲譯 .-- 初版 .-新竹市 : 路德傳產基金會, 10812 .-9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03-2-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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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聖經解釋學

241.016

約瑟 : 永不止息的盼望 / 伊恩.杜古
德 (Iain M. Duguid), 馬 太 . 哈 蒙
(Matthew P. Harmon)著 ; 陳主欣譯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812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78-3-2 (平裝) NT$300
1.創世記 2.聖經解釋學 241.211
無可抗拒的恩典 : 亞伯拉、以撒、
雅各、約瑟的故事 / 許信靖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道聲,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6-7
(平裝)
1.創世記 2.聖經研究 241.211
聖典<<創世記>>精華 / 漆立平, 漆哈
拿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8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05-3-1 (下冊:平裝)
1.創世記 2.注釋 241.211
約伯記靈拾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 10812 .-- 240 面; 21 公
分 .-- (靈拾系列 ; 14)(研經叢書) .-ISBN 978-986-277-293-5 (平裝)
1.約伯記 2.聖經研究 241.31
追尋聖道 : 黃根春六十壽辰紀念論
文集 / 周歌珊, 葉漢浩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 : 華
宜發行, 10812 .-- 432 面; 21 公分 .-(聖經詮釋叢書 ; 5) .-- ISBN 978-9866131-54-7 (平裝)
1.新約 2.聖經研究 241.5
路加福音講道集 / 陳達作 .-- 新北市 :
陳達,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簡
體 字 版 .-- ISBN 978-957-43-7307-9
(平裝)
1.路加福音 241.64
哥林多前後書注釋 / 大衛.鮑森
(David Pawson)著 ; 申美倫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迦勒傳播, 10902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1-0-9 (精裝)
1.哥林多前書 2.哥林多後書 3.注釋
241.72
YOUCAT 堅振聖事課程指南 / 尼爾
斯 . 貝 爾 (Nils Baer), 奧 格 斯 堡
(Augsburg), YOUCAT 團隊編著 ; 劉
德松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 108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6-921-4 (平裝) NT$220
1.天主教教理 242

十架真理 : 為何基督十架如此重要?
/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 劉如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靈糧堂,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5-1-4 (平裝)
1.基督教 2.神學 242
基督教神學. 卷一, 三一上帝啟示 /
劉利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812 .-- 23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41-351-5 (精裝)
1.神學 242
晚雨聖靈 : 真耶穌教會的再定位與
全球五旬節派研究的想像和再現 /
葉先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
督教文藝出版 : 華宜發行, 10812 .-355 面; 22 公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15) .-- ISBN 978-986-6131-53-0 (平裝)
1.基督教 2.聖靈 3.神學 242.15
看見 天使 / 約書亞. 彌耳斯(Joshua
Mills)著 ; 劉代華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榮耀出版,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77-4-1 (平
裝)
1.天使 2.靈修 242.5
看見天使 / 約書亞. 彌耳斯(Joshua
Mills)著 ; 劉代華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榮耀出版,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6177-6-5 (平裝)
1.天使 2.靈修 242.5
生活中的祈禱 / 韓相鳳著 ; 上智文化
事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化,
10902 .-- 176 面; 19 公分 .-- (祈禱手
冊 ; E0007) .-- ISBN 978-986-6036-583 (平裝) NT$240
1.天主教 2.祈禱 244.3
風中傳愛詩歌集. 二 / 疏效平監製 .-再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812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05-4-8 (平裝)
1.聖詩 244.4
我的一切泉源在祢內 : 感恩(聖體)聖
事:基督徒生活與使命之泉源 / 天主
教會臺灣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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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11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8275-1-5 (平裝)
NT$120
1.天主教 2.禮儀 244.5
天國理財家 /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作 ;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異象工場, 109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462-5-0 (平
裝)
1.基督徒 2.財富 244.9
我心狂野 / 艾傑奇(John Eldredge)著 ;
甘燿嘉, 沈春燕, 黃凱津譯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17-0
(平裝)
1.基督徒 2.成人心理學 244.9
走慢一點,才來得及 / 吳鯤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15-6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喜樂的泉源 : 13 個快樂人生的秘訣 /
懷愛倫(Ellen G. White)著 ; 時兆編輯
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
10812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314-90-2 (平裝) NT$160
1.基督徒 244.9
民主與召命的距離 / 黃伯和主編 .-臺南市 : 恩惠文教基金會, 10812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91-0-6 (平裝) NT$250
1.基督徒 2.神學 3.文集 244.907
台灣基督徒女性靈修協會年鑑. 2018
/ 石素英總編輯 .-- 臺南市 : 台灣基
督徒女性靈修協會, 10812 .-- 27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132-1-4
(平裝)
1.基督徒 2.女性 3.靈修 244.93
每日經歷神的火 / 布永康(Reinhard
Bonnke)著 ; 馬強盛, 顏美娟, 張永和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811 .-432 面 ; 23 公 分 .-- ( 靈 修 叢 書 ;
ES066-4) .-- ISBN 978-957-9209-37-3
(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244.93
我心閱讀 : 靈修經典名著綜覽 / 劉錦
昌著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 : 臺灣基
督長老 教會總 會教 育委員 會發行 ,
10812 .-- 348 面; 23 公分 .-- (基督徒
靈修系列 ; 5) .-- ISBN 978-986-982314-2 (平裝) NT$28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讓生命閃亮亮的智慧箴言小寶書 /
張茂松著 .-- 臺初版 .-- 新北市 : 飛鷹,
10812 .-- 152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986-91225-3-5 (平裝) NT$12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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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悔改 / 劉代華作 .-- 第一版 .-臺北市 : 榮耀出版, 10901 .-- 5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6177-5-8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工作:為什麼要工作? / 金潤嬉, 亞洲
職場轉化中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以斯拉, 10901 .-- 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6563-94-2 (平裝)
1.基督徒 2.職場 3.生活指導 244.98
祂造了男女 / Miguel Ángel Fuentes
著 ; 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
心, 10812 .-- 2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589-1-4 (平裝) NT$200
1.天主教 2.基督徒 3.婚姻 4.家庭教
育 244.99
婚姻成長學 : 從聖經出發的夫妻幸
福指南 / 史考特.史丹利(Scott Stanley)
等作 ; 馬永年, 梁婉華譯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3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16-3
(平裝)
1.基督徒 2.婚姻 3.兩性溝通 244.99
愛情聽診器 : 愛是青春活力的特效
藥 / 賈力耕, 牟燕青合著 .-- 初版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266-8-6
(平裝)
1.基督徒 2.婚姻 3.兩性關係 244.99
理財有道(小組長手冊) / 美國冠冕財
務事工(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編
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冠冕
真道理財協會, 10812 .-- 96 面; 30 公
分 .-- (冠冕財務事工叢書) .-- ISBN
978-986-98629-0-5 (平裝) NT$250
1.教牧學 2.基督徒 245
福傳的門徒精神 / 斯德望.賓次
(Stephen J. Binz)作 ; 白建民, 陳靜怡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聞道, 10901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71-7-9 (平裝) NT$260
1.天主教 2.教牧學 245
在橋上,與你相遇 : 基督徒和 LGBT
團體如何建立彼此尊重、憐憫、體
貼的互動關係 /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著 ; 張令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SKY 系 列 ; 8) .-- ISBN 978-98698128-4-9 (平裝) NT$320

1.教牧學 2.天主教 3.同性戀 4.性別
平等 245.9
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 / 黃連生主
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台東天主教會
教義中心, 108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69-0-4 (平裝)
1.天主教 2.傳教史 3.史料 4.臺灣
246.233
合神心意的教會 / 朴淳容著 ; 盧約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01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294-8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3.基督徒 247
唯獨榮耀歸神 / 朴淳容著 ; 盧約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01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292-4 (平裝)
1.基督教教育 2.基督徒 247.71
基督徒與革命 : 劉靜庵獄中書簡及
其他 / 曾慶豹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 : 華宣發行,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基督教
學術叢書. 研究系列 ; 14) .-- ISBN
978-986-6131-55-4 (平裝)
1.(清)劉靜庵 2.基督教傳記
249.876
紅星與十字架 : 中國共產黨的基督
徒友人 / 曾慶豹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主流,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學院叢書系列 ; 4) .-- ISBN 978-98698609-0-1 (平裝)
1.基督教傳記 2.中國 249.887
從宗教到政治 :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
學的實踐 / 蔡榮芳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 10901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94-250-5 (平裝)
NT$480
1.黃彰輝 2.回憶錄 3.基督教傳記
249.933
德國樹,台灣根 : 趙有源牧師回憶錄 /
趙有源口述 ; 施瑞雲整理撰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7-78-1 (精裝) NT$380
1.趙有源 2.回憶錄 3.基督教傳記
249.933

伊斯蘭教

教育基金會, 10812 .-- 13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4745-1-2 (平裝)
NT$80
1.伊斯蘭教 250

其他宗教
正法 / 鳳邑誠心社明善堂著 .-- 高雄
市 : 德惠雜誌社, 108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21-91-8 (精
裝)
1.民間信仰 271.9
成聖神仙佛之路 : 神課釋義 / 吳進雄
著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
化,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光慧
妙訓專題叢書 ; 10) .-- ISBN 978-9865768-77-5 (平裝) NT$120
1.民間信仰 2.靈修 271.9
神佛的聖言 / 無上聖皇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世界和平宗教交
流協會, 10901 .-- 165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066-1-9 (平裝)
1.民間信仰 271.9
靈力具現 : 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
教 / 林瑋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叢書 ;
9) .-- ISBN 978-986-350-375-0 (平裝)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271.9
寶島搜神 / 角斯著.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01 .-- 1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08-5454-1 (精裝)
1.神祗 2.民間信仰 3.宗教文化 4.臺
灣 272.097
雲林縣縣定民俗 : 北港進香調查研
究及保存維護計畫成果報告書 / 林
承緯, 黃偉強作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縣府, 10812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18-0 (平裝)
NT$800
1.媽祖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雲
林縣 272.71
灣子內朝天宮入廟安座三十週年紀
念會刊 / 潘淑娟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灣子內朝天宮管委會,
10812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59-0-7 (精裝)
1.媽祖 2.寺廟 3.民間信仰 4.高雄市
272.71

穆民基礎 : 淺顯的回教入門知識 / 趙
錫麟主編 .-- 臺北市 : 中國回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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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
中國神話的符號現象 / 鍾宗憲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出版中心,
10901 .-- 2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60-6 (平裝)
1.中國神話 2.符號學 282

術數；迷信
唐綺陽星座運勢大解析. 2020 / 唐綺
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訊息工作室,
10901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8891-8-7 (平裝) NT$400
1.占星術 292.22
諮商塔羅 : 問對問題才能找出潛意
識裡的真相,明辨塔羅的指引,實踐真
正的靈性成長 / 陳盈君著 .-- 初版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漫遊者文化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93-3-4
(平裝) NT$580
1.占卜 292.96
天運成功學 : 命與運,陳興夏教授教
您利用「出生的真太陽時」,了解一
生的窮、通、富、貴,找出命盤中的
「亮點」邁向上天給您的成功之路,
找出「缺點」助您趨吉避凶 / 陳興
夏, 陳琳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39-7 ( 平 裝 )
NT$30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好運自己來. 2020 年 / 石卡羅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
心靈協會, 10812 .-- 248 面; 23 公分 .- (運勢系列 ; 6) .-- ISBN 978-98691274-5-5 (平裝) NT$280
1.命書 2.生肖 293.1
曼樺庚子鼠運程. 2020 年 / 曼樺作 .-臺北市 : 全國印前資訊, 108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80-47 (平裝) NT$300
1.命書 293.1
飛星紫微斗數之感情桃花寶典 / 周
星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
10901 .-- 306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67) .-- ISBN 978-986-488-2083 (平裝) NT$30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心靈寶典 : 迎向幸福人生,你就
是心靈勇者! / 胡婷慧著 .-- 初版 .-新北市 : 紫星, 10901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77-2 (平裝)
NT$25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攻略. 3 : 星曜 / 大耕老師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冊 .-- ISBN 978-957-13-8059-9 (上冊:
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138060-5 (下冊:平裝) NT$490
1.紫微斗數 293.11

自然科學類
總論
繪自然 : 博物畫裡的臺灣 / 胡哲明等
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812 .-2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004-1 (精裝) NT$600
1.自然史 2.博物志 3.插畫 4.臺灣
300.833

命理學八字斗數合論 / 方哲倫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7-1 (平裝) NT$88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這麼做,就對了 / 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原著 ; 黃靜雅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科學天地 ; 168) .-ISBN 978-986-479-909-1 (平裝)
1.科學 2.問題集 3.通俗作品 302.2

冰鑑 : 識人術第一奇書 / 曾國藩作 ;
盛琳譯解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古學
今用 ; 135) .-- ISBN 978-986-392-3039 (平裝) NT$230
1.相書 293.2

科博館鳥槽地. 2019 專刊 / 王哲夫,
蔣正興, 鍾令和主編 .-- 臺中市 : 自
然科學博物館, 108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4-1 (平
裝) NT$100
1.科學教育 2.自然景觀 303

血型使用說明書 : 從血型特質來掌
控他人心理 / 孫靈嵐編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 10902 .-304 面; 21 公分 .-- (創智系列 ; 127) .- ISBN 978-986-98476-5-0 ( 平 裝 )
NT$300
1.血型 293.6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年報. 107 / 錢
康偉主編 .-- 臺北市 : 科學教育館,
10811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28-0 (平裝) NT$250
1.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06.833

旺宅寶典 101 問 / 東方聞睿編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2 .-- 1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7-9 ( 平 裝 )
NT$200
1.相宅 2.室內設計 294.1
圖解好宅風水完全通 : 居家風水簡
單學,提升家運、財運、事業運、戀
愛運! / 孫建駣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812 .-- 160 面; 23 公分 .-- (圖
解完全通 ; 23) .-- ISBN 978-986-408568-2 (平裝) NT$360
1.相宅 2.改運法 294.1
日本異色妖怪事典 / 左古文男圖.文 ;
高彩雯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176 面; 19 公分 .-- (Theme ;
45) .-- ISBN 978-986-289-511-5 (平裝)
NT$350
1.妖怪 2.日本 298.6

居家生活的 500 個魅力科學 / 劉燁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5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1-8 ( 平 裝 )
NT$8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科學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4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6-6 (平裝) NT$75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科學班筆記 / 呂治平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群青設計工作室, 1090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67-05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破解動物忍術 : 如何水上行走與飛
簷走壁?動物運動與未來的機器人 /
胡立德(David L. Hu)著 ; 羅亞琪譯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 244
面; 21 公分 .-- (科學+) .-- ISBN 978957-14-6783-2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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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城堡地震龍.奇盔使者鴨嘴龍 /
陳紹霖, 李國靖, 饒國林作 ; 默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大
邑文化, 10903 .-- 136 面; 23 公分 .-(X 恐龍探險隊外傳) .-- ISBN 978986-301-950-3 (平裝) NT$220
1.科學 2.漫畫 307.9
煉金幽浮 / 周文杰作 ; 氧氣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大邑文化, 10902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 ISBN 978-986301-949-7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6, 精神做實驗 / 辛泰勳
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慧譯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0901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59-7-1 ( 平 裝 )
NT$350
1.科學 2.漫畫 307.9
奧秘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4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0-4 (平裝) NT$750
1.科學 308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10 : 救命
的防災知識 / 青山剛昌原作 ; 川村康
文監修 ; 張東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294-3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8.9
神奇酷科學. 7, 科學家的祕密生活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2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2-6 (平裝) NT$280
1.科學家 2.通俗作品 309.9

數學
音樂與數學 / 廖培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1 .-- 136 面; 21 公
分 .-- (鸚鵡螺數學叢書) .-- ISBN 978957-14-6768-9 (平裝)
1.數學 310
喚醒你與生俱來的數學力 : 重整邏
輯思考系統,激發數理分析潛能的七
個關鍵概念 / 永野裕之著 ; 劉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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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科普漫

遊 ; FQ1031X) .-- ISBN 978-986-235808-5 (平裝) NT$320
1.數學 2.學習方法 3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384-2 (精裝) NT$450
1.大域微分幾何 316.52

當火車撞上蘋果 : 走近愛因斯坦和
牛頓 / 張海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 ;
鸚鵡螺數學叢書) .-- ISBN 978-95714-6772-6 (平裝)
1.數學 2.物理學 3.通俗作品 310

大域微分幾何. 下, 幾何變分學 / 黃
武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3866 (精裝) NT$460
1.大域微分幾何 316.52

楓之谷數學神偷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812 .-- 176 面; 25 公分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287-5 (第 14 冊:平裝)
1.數學 2.漫畫 310

大域微分幾何. 中, 活動標架法 / 黃
武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3859 (精裝) NT$300
1.大域微分幾何 316.52

TANET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賴威光等總編輯 .-- 初版 .-- 高
雄市 : 中山大學, 10812 .-- 冊 .-- 部分
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57-901486-1 (全套:平裝) NT$1500
1.網際網路 2.資訊科學 3.通訊協定 4.
文集 312.16507

電腦資訊科學

Google 地圖革命 : 從 Google 地圖、
地球、街景到「精靈寶可夢 GO」
的科技傳奇內幕 / 比爾.基爾迪(Bill
Kilday)著 ; 夏瑞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9-7 (平裝) NT$450
1.網際網路 2.軟體研發 3.地圖資訊
系統 312.1653

數學不好不是你的錯 / 吳作樂, 吳秉
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5-9 (平裝) NT$360
1.數學 310
數學拾貝 / 蔡聰明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 鸚鵡螺數學叢書) .-- ISBN 978957-14-6763-4 (平裝)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 單維彰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59-32-5 (平裝)
NT$400
1.數學 2.文集 310.7
*高等微積分的九陽真經 /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2 .-- 4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3-7 (平裝) NT$450
1.微積分 314.1
商用微積分 / 李政德, 陳卓泰著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81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97-1-4 (平裝)
1.微積分 314.1
圓周率中的級數與數列之均衡與最
佳 / 林士傑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812 .-- 1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58-938-9 ( 平 裝 )
NT$320
1.圓周率 316
大域微分幾何. 上, Riemann 幾何基
礎 / 黃武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地表最簡單科技趨勢小教室 / 尼爾.
梅 達 (Neel Mehta), 阿 迪 亞 . 加 傑
(Aditya Agashe), 帕 爾. 德 托賈 (Parth
Detroja)著 ; 劉榮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2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7778-956 (平裝) NT$380
1.電腦科學 2.科學技術 3.通俗作品
312
量子霸權(Quantum supremacy)世界大
戰開打 : 量子電腦真的來了 / 李聯寧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11-2 (平裝) NT$580
1.電腦 2.量子 31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9 試題) / 林文恭研究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2-0 (平裝)
1.電腦 2.網頁設計 312
人 工 智 慧 與 法 律 思 辨 / Eric
Hilgendorf 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1 .-- 2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11-258-5 ( 平 裝 )
NT$300
1.資訊法規 2.人工智慧 3.文集
312.023
敏捷大師精選 / Michael de la Maza,
Cherie Silas 編著 ; 林哲逸, 敏捷大師
群組翻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0-4 (平裝) NT$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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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文集
312.07
數位轉型 IT 大健診 : 全面性能測試
方案 : 系統效能穩定的必備良藥 / 陳
紹瑛, 周志龍, 金成姬著 .-- 初版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0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95-1
(平裝) NT$490
1.系統分析 2.系統設計 312.12

網頁設計手冊. 上 : 網站開發基礎 16
堂課 / 高慧君, 魏仲良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3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40-3 (平裝)
NT$38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資料結構 : 使用 Java / 李淑馨作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812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2-2 (平裝) NT$450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Java / 吳燦銘, 胡
昭民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4-2 (平裝)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2.演算法
312.32J3
Python 程式設計 / 李明昌主編 .-- 苗
栗縣造橋鄉 : 育達科大, 10812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775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含 APCS） /
洪國勝, 蔡懷文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泉勝出版, 10812 .-- 4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6859-5-5 (平裝)
NT$4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教材(含 APCS）
/ 洪國勝, 蔡懷文編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泉勝出版, 108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59-6-2 (平
裝) NT$4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技巧 : 發展運算思
維(含「APCS 先修檢測」解析) / 溫
嘉榮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1-2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最強入門 : 邁向數據科學之
路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1 .-10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10-5 (平裝) NT$10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最新 Python 程式設計實例入門 / 高
橋麻奈著 ; 許淑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0812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462-8 (平裝)
NT$56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實作 LINE Bot 使用 Python / 饒瑞佶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大,
10812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333-7-6 (平裝) NT$2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LINE
312.32P9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
析 : 109 年適用 /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7-3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精通 AutoCAD 2020 建築設計 / 周曉
龍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01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071-2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12.49A97
Excel 2019 商業智慧分析 : 樞紐分析
x 大 數 據 分 析 工 具 PowerPivot 及
PowerView / 王仲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6-6 (平
裝)

1.EXCEL 2019(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入門到完整學習邁向最強職場
應用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0902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1-14-3 (平裝)
NT$86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Illustrator 設計好入門(CC 適用) / Mill
Design 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3-6 (平
裝)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跟我學 Illustrator CC 一定要學會美
工繪圖技巧 : CC/CS6 適用 / 劉緻儀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0-4 (平裝)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MMATLAB 程式設計. 基礎篇 / 葉倍
宏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2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3-2 (平裝)
1.MATLAB(電腦程式) 312.49M384
商務軟體應用能力 Microsoft Office
2016 實力養成暨評量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1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7-0 (平裝附光碟片) NT$390
1.OFFICE 2016(電腦程式)
312.49O4
PowerPoint 2019 實力養成暨評量解
題祕笈 / 陳美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2-393-5 (平裝)
1.PowerPoint 2019(電腦程式)
312.49P65
SolidWorks 2012 基礎範例應用 / 許
中原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1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20-0 (平裝) NT$540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312.49S678
Word 2019 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祕笈
/ 陳美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1 .-- 29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02-392-8 (平裝)
1.WORD 2019(電腦程式)
312.49W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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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程式設計課程教材 / 劉千鳳作 .- 初版 .-- 苗栗縣造橋鄉 : 育達科大,
10812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76-8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彩水舞秀 / 楊春福著 .-- 一版 .-- 新竹
市 : 楊春福, 10902 .-- 15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09-3 (平裝)
NT$25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就是愛 Google 表單 / 李欣潔作 .-初版 .-- 新北市 : 北澎科技, 10812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50-1-1 (平裝) NT$18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資料結構初學指引 : 入門精要版 / 陳
錦輝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7-3 (平裝) NT$500
1.資料結構 312.73
一百個維度的你 : 從 Facebook 到
Google,假新聞與過濾泡泡,完整說明
解析、影響、形塑我們的演算法 /
桑普特著 ; 賴盈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 10901 .-- 304 面; 21 公
分 .-- (數位新世界 ; 13) .-- ISBN 978986-262-412-8 (平裝) NT$450
1.資料探勘 2.網路分析 3.演算法
312.74
大數據分析概論 / 張博一, 張紹勳,
張任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2 .-- 4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03-316-3 (平裝)
1.資料探勘 312.74
操弄 : 劍橋分析事件大揭祕 : 幫川普
當選、讓英國脫歐,看大數據、
Facebook 如何洩露你的個資來操弄
你 的 選 擇 ? / 布 特 妮 . 凱 瑟 (Brittany
Kaiser)作 ; 盧靜, 楊理然譯 .-- 初版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1 .-- 384 面; 23 公分 .-- (地球
觀 ; 55) .-- ISBN 978-986-384-404-4
(平裝)
1.資料探勘 2.資訊戰 3.網路分析
312.74
解析 PostgreSQL 程式與資料庫應用
/ 李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
訊,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96-8 (平裝) NT$540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SQL(電腦程式
語言) 312.7565

區塊鏈+時代的社經變革與創新思維
/ 陳恭等作 ; 陳綠蔚, 張國恩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191 面; 26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1908) .-- ISBN 978-986-98284-8-2 (平裝)
1.電子資料庫 2.網路資料庫 3.電子
資料交換 4.電子商務 312.758
圖解資訊系統安全 / 陳彥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7-3
(平裝) NT$320
1.資訊安全 312.76
多媒體互動設計實務 / 楊春惠著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12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42-1
(平裝) NT$250
1.多媒體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 李亮生, 傅玨華,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1 .-- 320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ISBN 978-986-385-204-9 (上冊:平裝)
1.多媒體 312.8
威力導演 18 : 影音剪輯創作超簡單 /
張家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10901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3-9 (平裝) NT$52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影音光
碟 312.8
超限進化 3D 設計 : iClone+Unity 多
媒體&遊戲創成精粹 / 劉為開, 吳敬
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93-7 (平裝)
1.iClone(電腦程式) 2.電腦動畫 3.電
腦遊戲 4.電腦程式設計 312.8
*就是愛 Premiere Pro / 李欣潔作 .-初版 .-- 新北市 : 北澎科技, 10812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50-2-8 (平裝) NT$18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12.8
虛擬實境運算世代 : 實作應用與發
展趨勢 / 徐兆吉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佳魁資訊, 10812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9-797-5 (平裝)
NT$490
1.虛擬實境 2.數位科技 312.8
12 步 : 跟自己的腦決鬥,也是跟未來
的自己對決 / 鄭在勝作 ; 謝宜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1 .-- 384 面; 22 公

分 .-- (Alpha ; 4) .-- ISBN 978-9578654-95-2 (平裝) NT$480
1.人工智慧 2.技術發展 312.83
AI 背後的暗知識 : 機器如何學習、
認知與改造我們的未來世界 / 王維
嘉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2 .-- 360 面;
21 公 分 .-- (Be-brilliant! 書 系 ;
HC0096) .-- ISBN 978-957-9689-48-9
(平裝) NT$420
1.人工智慧 312.83
AI 導論 / 葛宗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820-5 ( 平 裝 )
NT$400
1.人工智慧 312.83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之理論與
Python 實踐 / 黃日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9-8 (平
裝)
1.人工智慧 2.神經網路 3.Python(電
腦程式語言) 312.83
全面了解人工智慧. 工作篇 : 醫療、
經營、投資、藝術......,AI 的逐步深
入生活層面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1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
利略系列 ; 6) .-- ISBN 978-986-461203-1 (平裝) NT$350
1.人工智慧 2.生活科技 312.83
全面了解人工智慧 : 從基本機制到
應用例,以及人工智慧的未來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 曾文媛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1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5) .-- ISBN 978-986-461-205-5 (平裝)
NT$350
1.人工智慧 312.83
超圖解人工智慧新百科 / 古明地正
俊, 長谷佳明著 ; 沈鄉吟, 郭寧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2-6201 (平裝) NT$420
1.人工智慧 312.83
輕鬆學會 Google TensorFlow 2.0 : 人
工智慧深度學習實作開發 / 黃士嘉,
林邑撰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901 .-- 36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34-463-5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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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概論 : 機器學習發展+演算
法原理實務 / 鄭捷著 .-- 臺北市 : 佳
魁資訊, 10812 .-- 4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79-792-0 ( 平 裝 )
NT$590
1.人工智慧 2.演算法 312.83
一直學不會 Tensorflow?PyTorch 更好
用更強大更易懂! / 廖星宇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1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8-4 (平裝) NT$540
1.人工智慧 312.831
強者用 PyTorch 實作史上最經典 AI
範例 / 集智俱樂部著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0902 .-- 4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1-12-9 ( 平 裝 )
NT$680
1.人工智慧 312.831
極詳細+超深入 : 最新版 Tensorflow
2.x 完整工程實作 / 李金洪編著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1 .-- 9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13-6
(平裝) NT$860
1.人工智慧 312.831
機器學習工程師面試全破解 : 嚴選
124 道 AI 演算法決勝題完整剖析 /
葫蘆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90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1-1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1

天文學
星艦奇航記宇宙官方指南 : <<星艦
系列>>背後的真實科學 / 安德魯.法
澤卡斯(Andrew Fazekas)作 ; 蔡承志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722-77-4 (平裝) NT$699
1.天文學 2.太空科學 3.電影片 320
天文學家的超有趣宇宙教室 : 回答
孩子的 30 個單純問題,就能知道太
空科學的最新知識 / 津村耕司著 ; 陳
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2-3 (平裝)
1.天文學 2.太空科學 3.問題集
320.22
神奇酷科學. 6, 太陽系的奇妙旅行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1-9 (平裝) NT$280
1.太陽系 2.通俗作品 323.2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4-0 (平裝) NT$280
1.聲音 2.通俗作品 334

市 :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812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8-03-6 (平裝) NT$100
1.化學 2.環境化學 340

宇宙超有事!顛覆想像的宇宙圖鑑 /
岩谷圭介作 ; 柏原昇店繪圖 ;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3-208 (平裝) NT$380
1.宇宙 2.通俗作品 323.9

神奇酷科學. 10, 變幻莫測的光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5-7 (平裝) NT$280
1.光學 2.通俗作品 336

謝玠揚的長化短說. 2 : 跟著化工博
士聰明安心過生活! / 謝玠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歌
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45) .-- ISBN 978-986-98541-2-2
(平裝) NT$320
1.化學 2.常識手冊 3.問題集 340.22

第一次登月 : 阿波羅 11 號登月 50
週年 / 羅德.派爾(Rod Pyle)作 ; 周莉
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45-0-3 (精
裝) NT$1000
1.太空科學 2.太空飛行 326

神奇酷科學. 14, 改變世界的電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9-5 (平裝) NT$280
1.電學 2.通俗作品 337

物理化學 / 高憲明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1 .-- 5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63-805-2 ( 平 裝 )
NT$700
1.物理化學 348

神奇酷科學. 16, 穿越萬物的時間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1-5 (平裝) NT$280
1.時間 2.相對論 3.通俗作品 327.5

基本電學(含大意)實戰秘笈 / 陳新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1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17-5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人工增雨計畫與閃電資料運用. 108
年 / 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02 (平裝) NT$500
1.人造雨 328.89

物理
神奇酷科學. 11, 無所不在的力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6-4 (平裝) NT$280
1.力學 2.通俗作品 332
神奇酷科學. 13, 無所不能的能量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8-8 (平裝) NT$280
1.能量 2.通俗作品 333.5
神奇酷科學. 9, 驚天動地的聲音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基本電學致勝攻略 / 陳新編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18-2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化學
神奇酷科學. 15, 點石成金的化學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0-8 (平裝) NT$280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普通化學 / 劉秉烜, 張文瀚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2 .-40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化工群 .-- ISBN 978-986-986050-5 (下冊:平裝)
1.化學 340
輕課程 : 生活中的化學 / 蔡永昌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5-123-1 (平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錦囊裡的綠色化學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編著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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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學 / 葉錫溶, 蔡長書編著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2 .-- 44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0-3 (平裝) NT$550
1.放射化學 348.8

地質學
水文觀測作業評核與綜合分析服務.
(2/2) /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
研究院教育基金會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6-3 (平
裝)
1.水文學 2.水文測量 351.7
金門海洋紀 / 翁自保作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812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31-0
(精裝) NT$850
1.海洋學 2.海洋環境保護 3.環境教
育 4.金門 351.9
海之音 / 宋欣真等編輯 .-- 高雄市 :
海保署, 10811 .-- 208 面; 26 公分 .-(海洋保育系列專書) .-- ISBN 978986-5433-60-4 (精裝)
1.海洋學 2.海洋環境保護 3.海洋資
源保育 351.9
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域波流及地形變
遷數值分析. (2/3) : 臺中鄰近海域漂
沙特性數值分析 / 李俊穎等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運 研 所 ,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5-5 (平裝) NT$200
1.海流 2.波動 3.數值分析 351.9

海洋科學概論暨其時代議題 / 陳明
德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
際文化, 10902 .-- 30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722-78-1 ( 平 裝 )
NT$600
1.海洋學 2.海洋環境保護 3.文集
351.907
利用溫泉井水溫觀測資料推估地層
導熱係數之研究 / 經濟部水利署, 嘉
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3-7 (平裝) NT$500
1.溫泉 2.環境監測 354.3
低頻電磁波探測技術運用於溫泉資
源保育及管理之研究 / 財團法人空
間及環境科技文教基金會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
10812 .-- 1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0-4 (平裝) NT$350
1.溫泉 2.環境監測 3.電磁波 354.3
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 108 年
度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7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3-3 (平
裝) NT$1500
1.地層下陷 354.7
地層下陷與地下水位之關聯性研析 /
謝幼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運研所, 10902 .-- 11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073-8 ( 平 裝 )
NT$100
1.地層下陷 2.地下水 354.7
彰化及雲林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分
析. 108 年度 / 綠環工程技術顧問有
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812 .-- 4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1-9 ( 平 裝 )
NT$1600
1.地層下陷 354.7
臺北、嘉義、臺南及屏東地區地層
下陷監測及分析. 108 年度 / 綠環工
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4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26 (平裝) NT$1600
1.地層下陷 354.7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 圖幅
第二十號, 環山 / 何恭睿等[作] .-- 新
北市 : 中央地質調查所, 10812 .-- 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12 (平裝)
1.地質調查 2.地質圖 3.臺灣 356.33

生物學
生物學 / 顏子玉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2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4-2 (平
裝)
1.生命科學 360
PCR 之原理與應用 / 吳游源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12 (平裝) NT$350
1.分子生物學 2.基因 361.5
神奇酷科學. 20, 生存競爭大演化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5-3 (平裝) NT$280
1.達爾文學說 2.演化論 3.通俗作品
362.1
雪山高山生態系 : 從鹿野忠雄踏上
次高山的那刻起 / 王偉等撰稿.攝
影 .-- 初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雪霸國
家公園,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48-78-3 ( 平 裝 )
NT$250
1.山地生物 2.生物多樣性 3.生態保
育區 4.雪霸國家公園 366.84
台江國家公園海域生態系生物資源
調查與多樣性保育研究. (4/4） / 陳
孟仙等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台江
國家公園, 1081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9-0 (平裝)
1.海洋生物 2.生物多樣性 3.自然保
育 4.台江國家公園 366.9891
*蘇花改生態永續之路 : 當幸福工程
遇上生物多樣性 : 台 9 線蘇花公路
山區路段改善計畫,指標生物研究計
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 李培芬等撰
文 ; 鄭錫奇, 張簡琳玟主編 .-- 宜蘭
縣蘇澳鎮 :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
路改善工程處, 108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2-4 (平
裝) NT$180
1.環境生態學 2.生物多樣性 3.公路
工程 4.文集 367.08

23

風險分析. 基礎篇 / 余化龍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38-04-3 ( 平 裝 )
NT$420
1.環境污染 2.環境化學 3.風險管理
367.4
神奇酷科學. 5, 地球的生態危機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0-2 (平裝) NT$280
1.環境汙染 2.通俗作品 367.4
九份二山映像 20 : 九二一地震二十
周年紀念 / 葉美伶總編輯 .-- 南投市 :
農委會水保局南投分局, 108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72 (平裝)
1.自然保育 2.地景保育 3.圖錄
367.7
生物技術 / 張玉瓏, 徐乃芝, 許素菁
合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10812 .-- 4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4-1 (平裝) NT$495
1.生物技術 368
食品微生物 / 黃忠村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2 .-- 240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
群 .-- ISBN 978-986-98605-2-9 (上冊:
平裝)
1.食品微生物 369.36
食品微生物實習. 上 / 江春梅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2 .-23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986-986051-2 (平裝)
1.食品微生物 369.36
新護理考試祕笈. 八, 微生物免疫學 /
郭加恩等合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
格那企業, 10903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37-4 ( 平 裝 )
NT$325
1.免疫學 2.微生物學 369.85

植物學
神奇酷科學. 3, 植物的求生本領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8-9 (平裝) NT$280
1.植物 2.通俗作品 370
以時入山林 : 合歡山開花植物情報 /
黃俊源, 姚正得撰文 .-- 初版 .-- 南投
縣集集鎮 :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10812 .-- 45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1-9 (平裝) NT$520
1.植物 2.節氣 3.合歡山 375.233
台灣蔓藤植物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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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12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062-7-2 (第 2 冊:平裝) NT$100
1.植物圖鑑 2.蔓藤植物 3.臺灣
375.233
蕨類觀察入門 / 郭城孟著 ; 黃崑謀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184 面; 23 公分 .-- (觀察家) .-- ISBN
978-957-32-8709-4 (平裝) NT$500
1.蕨類植物 2.植物圖鑑 378.133025
蕨類觀察圖鑑. 1, 基礎常見篇 / 郭城
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424 面; 21 公分 .-- (觀察
家) .-- ISBN 978-957-32-8707-0 (平裝)
NT$750
1.蕨類植物 2.植物圖鑑 378.133025
蕨類觀察圖鑑. 2, 進階珍稀篇 / 郭城
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觀察
家) .-- ISBN 978-957-32-8708-7 (平裝)
NT$650
1.蕨類植物 2.植物圖鑑 378.133025

動物學
(透視)野生動物 : 我是小偵探,用手
電筒來找尋書中的小祕密! / 巧智創
意研發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巧
智創意, 10902 .-- 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392-5-9 ( 精 裝 )
NT$250
1.野生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世界動物全知道 / 黃健琪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1 .-- 256 面;
26 公分 .-- (兒童閱讀通 ; 3)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29-500-5 (平裝)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神奇酷科學. 17, 動物的生存絕技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2-2 (平裝) NT$28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
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75-1 (平裝) NT$390
1.昆蟲學 2.通俗作品 387.7

神奇酷科學. 4, 動物的狩獵絕招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9-6 (平裝) NT$28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神奇酷科學. 2, 蟲的驚奇世界 / 尼克.
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羅
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7-2 (平裝) NT$280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自 私 的 基 因 / 道 金 斯 (Richard
Dawkins)著 ; 趙淑妙譯 .-- 第四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47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1C) .-ISBN 978-986-479-919-0 ( 平 裝 )
NT$550
1.動物行為 2.動物遺傳學 3.演化論
383.7

魚游河潟 : 台江國家公園濕地魚類
圖鑑 / 陳義雄等撰文 .-- 初版 .-- 臺南
市 : 台江國家公園,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3-8
(平裝) NT$300
1.魚類 2.溼地 3.動物圖鑑 4.台江國
家公園 388.533025

你不一定知道但很重要的長知識動
物圖鑑 / 今泉忠明監修 ; 西本修繪
圖 ;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03-21-5 (精裝) NT$480
1.動物圖鑑 2.通俗作品 385.9
墾丁國家公園八放珊瑚生態圖鑑 /
戴昌鳳, 秦啟翔撰文 .-- 初版 .-- 屏東
縣恆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 10812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8-4 (精裝) NT$1000
1.珊瑚 2.動物圖鑑 3.墾丁國家公園
386.394025
寶貝寶貝 : 澎湖的貝殼產業發展 / 李
中信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
局, 10812 .-- 368 面; 26 公分 .-- (澎湖
縣文化資產叢書) .-- ISBN 978-9865427-14-6 (平裝) NT$300
1.貝殼類 2.貝類養殖 3.臺灣
386.733
寶貝墾丁 : 有殼海生腹足類 / 邱郁文,
蘇俊育作 .-- 初版 .--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 10812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7-7 (平
裝) NT$400
1.腹足綱 2.動物圖鑑 3.墾丁國家公
園 386.794025
地球其實是昆蟲的 : 奇怪、美妙又
不可或缺,主宰地球的小傢伙 / 安.史
韋 卓 普 . 泰 格 松 (Anne SverdrupThygeson)著 ; 張芷盈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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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躍台江 : 台江國家公園常見海水
魚圖鑑 / 陳孟仙, 陳國書, 陳煦森等
撰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台江國家公
園, 108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2-1 (平裝) NT$500
1.魚類 2.動物圖鑑 3.台江國家公園
388.533025
兩棲、爬行動物小百科 / Young 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902 .-160 面; 23 公分 .-- (兒童百科 ; 7) .-ISBN 978-986-98636-0-5 ( 平 裝 )
NT$320
1.兩生類 2.爬蟲類 3.動物圖鑑
388.6
歸島 / Shuo Yi 圖.文 .-- 初版 .-- 澎湖
縣馬公市 : 戴碩毅, 10902 .-- 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7-5
(精裝)
1.龜 2.自然保育 3.繪本 388.791
鬃獅蜥 : 飼養環境、餵食、繁殖、
健康照護一本通! / 菲利浦.玻瑟
(Philip Purser)著 ; 蔣尚恩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 128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91) .-- ISBN 978986-443-960-7 (平裝) NT$380
1.爬蟲類 2.寵物飼養 388.7921
球蟒 : 飼養環境、餵食、繁殖、健
康照護一本通! / 柯蕾特.蘇瑟蘭
(Colette Sutherland)著 ; Monica Chen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128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93) .-ISBN 978-986-443-961-4 ( 平 裝 )
NT$380

1.蛇 2.寵物飼養

388.796

倉鼠完全照護手冊 : 小動物獸醫師
專業監修! / 山口俊介, 山口樹美監
修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2 .-- 1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1-250-9 (平裝)
1.鼠 2.寵物飼養 389.63
狼的故事 / 劉燁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2-5 (平裝) NT$250
1.狼 2.動物行為 389.812

人類學
筋膜解密 / David Lesondak 原著 ; 李
冠甫, 胡椀婷, 陳佳妤翻譯 .-- 1 版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902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14-92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2.結締組織 394.2
大腦、演化、人 : 是什麼關鍵,造就
如此奇妙的人類? / 葛詹尼加
(Michael S. Gazzaniga)著 ; 鍾沛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0812 .-512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234) .-- ISBN 978-986-262-411-1 (平裝)
NT$600
1.腦部 2.認知心理學 3.生理心理學 4.
意識 394.91
(看圖自學)解剖生理學 : 從身體結構
看功能與機制 / 林洋監修 ; 陳朕疆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科學世界 ; 243) .- ISBN 978-986-5408-16-9 ( 平 裝 )
NT$28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生理學 / 許家豪等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812 .-- 36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5-9
(平裝) NT$450
1.人體生理學 397
神奇酷科學. 1, 人體的運作祕密 / 尼
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
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6-5 (平裝) NT$169
1.人體生理學 2.人體學 3.通俗作品
397

新護理考試秘笈. 7, 解剖生理學 / 張
勝豐編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812 .-- 7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2-633-6 ( 平 裝 )
NT$50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運動解剖肌動學 / R. T. Floyd 作 ; 鄭
鴻衛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
希爾出版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發行,
10812 .-- 4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5-2 (平裝)
1.肌肉生理 2.運動生理學 397.3
神奇酷科學. 18, 奇妙的消化工廠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3-9 (平裝) NT$280
1.消化系統 2.通俗作品 398.5
每日好 D : 江坤俊醫師的日日補 D
計畫,幫你找回身體不足的維他命 D、
抗癌護健康 / 江坤俊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077-9 (平
裝) NT$350
1.維生素 D 2.營養 3.食譜 399.64

應用科學類
醫藥
生死自決 : 安樂死的全球狀況與死
亡自決權的哲學思考 / 松田純著 ; 陳
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
實驗室,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592-1-9 ( 平 裝 )
NT$380
1.醫學倫理 2.安樂死 410.1619
台灣醫療產業智慧化與國際化之機
會與挑戰 / 陳綠蔚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技社, 10812 .-- 147 面; 26 公
分 .-- (專題報告 ; 2019-0) .-- ISBN
978-986-98284-5-1 (平裝)
1.健康醫療業 2.醫療科技 3.產業發
展 410.1655
健康產業創意與創新 / 張碩芳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1-0 (平裝)
1.健康醫療業 2.健康照護 3.創意
41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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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與管理科際整合應用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醫護暨管理學群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
108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69-7-8 (平裝)
1.健康醫療業 2.健康照護 3.醫療科
技 4.文集 410.1655
*曾經的畏懼 :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
寫作 / 王雅慧編著 .-- 臺北市 : 城邦
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系列 ;
6) .-- ISBN 978-957-8679-97-9 (平裝)
NT$260
1.醫學教育 2.醫病關係 3.文集
410.3
整形外科史話 / 陳明庭, 呂旭彥作 .-第二版 .-- 臺北市 : 有故事, 10812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921-5-4 (精裝) NT$660
1.醫學史 2.整形外科 3.臺灣
410.933
5 個好習慣,活出樂齡人生 : 權威醫
師傳授,活到老也能自理生活,不依賴
照護的健康習慣! / 菅原道仁著 ; 王
薇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48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
康系列 ; HD3145) .-- ISBN 978-98698502-5-4 (平裝) NT$380
1.健康法 2.習慣 411.1
暖身祛寒完全手冊 : 這樣作,輕鬆擊
退手腳冰冷與畏寒! / 渡邊賀子著 ;
瞿中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養沛
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901 .-- 144 面; 19 公分 .-- (養身健
康觀 ; 127) .-- ISBN 978-986-5665-791 (平裝) NT$350
1.健康法 2.婦女健康 411.1
鬆筋解痛の最強瑜伽伸展式 /
Kaz(森和世)著 ; 葉明明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112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133) .-ISBN 978-986-507-081-6 ( 平 裝 )
NT$300
1.健康法 411.1
樂齡呼吸療癒力 / 梁鈞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65-1-5 (平裝) NT$380
1.呼吸法 2.中老年人保健 3.養生
411.12

生命的自性內修 : 癌不是絕症 / 趙憲
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0902 .-- 268 面; 21 公分 .-- (壽世養
生 ; 34) .-- ISBN 978-986-98051-0-0
(平裝) NT$330
1.靜坐 2.養生 3.健康法 411.15
開運瑜伽 / 皇昌季作 ; 游韻馨譯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18-4 (平
裝) NT$320
1.瑜伽 411.15
不老的腦 : (腦科學 x 正念)全世界的
菁英們都是這樣讓大腦回春! / 久賀
谷亮著 ; 陳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020-9 (平裝
附光碟片) NT$350
1.健腦法 2.生活指導 411.19
生酮.輕斷食自然減肥法 : 破除錯誤
觀念!生酮平衡 5 原則 X 8 要點,自動
調整體質的飲食生活 / 蘇愛雲著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你好, 10812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80-2-1 (平裝) NT$350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吃出影響力 : 營養學家媽媽的餐桌,
用飲食建立美好關係 / 劉沁瑜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商周養生館 ; 64) .-- ISBN
978-986-477-774-7 (平裝) NT$380
1.營養學 2.健康飲食 411.3
吃的基因革命 : 怎麼吃、吃什麼,才
能「真」健康 / 李世敏著 .-- 再版 .-新北市 : 文經社,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63-783-4 (平
裝) NT$300
1.健康飲食 2.營養 411.3
來自日本 NHK : 打造健康身體的食
材大全 / 池上文雄等監修 ; 高淑珍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04 面;
26 公分 .-- (健康大百科 ; 4) .-- ISBN
978-986-98448-5-7 (平裝) NT$1000
1.營養 2.食物 3.健康飲食 411.3
高齡者的營養學 / 成田美紀, 檢見崎
聰美作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0902 .-- 252 面; 21 公
分 .-- (Easy ; 88) .-- ISBN 978-9579654-65-4 (平裝) NT$360

1.營養學 2.健康飲食 3.老人養護
411.3
營養與美容 / 張效銘, 高益添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007 (平裝) NT$820
1.營養 2.美容 411.3
保健食品概論 / 陳師瑩等合著 .-- 六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1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36-7 (精裝) NT$500
1.健康食品 2.食品工業 3.藥膳
411.373
保健食品,吃對量了嗎?成份解析 100
問! / 周孫鴻著 .-- 臺北市 : 漢珍,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26-9-6 (平裝)
1.健康食品 2.問題集 411.373022
你感覺自己老化了嗎? : 讓專家教你
輕鬆打造不老的身體 / 湯浅景元原
著 ; 蔡淑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 10901 .-- 21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368-335-3 (平裝)
1.運動健康 2.老化 411.7
5 分鐘空檔減重!輕肌力運動 : 專業
健身健練獨創「伸展 X 深蹲」日常
小動作誰都做得到,隨時可以瘦! / 李
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0902 .-- 1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40-2-6 (平裝) NT$350
1.健身運動 411.711
肌勵人生 : 專為 40 歲以上設計的百
歲運動 / 羅永武著 ; 葛增慧譯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09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06-2-8 (平
裝) NT$460
1.運動健康 2.健身運動 3.中老年人
保健 411.711
一級睡眠術 : 睡眠權威親自傳授的
好眠祕訣 / 江秉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812 .-- 2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762-7 (平裝)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30 天減醣料理 : 吃得還不錯的一年,
狂瘦 62kg 的美味食譜 / 布麗塔妮.威
廉姆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
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99-827 (平裝) NT$380
1.減重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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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 燃脂飲食法 : 超簡單!一日六餐
瘦身法 / 林宸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體面文化, 109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2516-2-4 (平裝)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不減肥,才能瘦 : 減去贅肉也減掉生
活、心靈上的負擔 / 黃惠如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2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4-4 (平裝) NT$360
1.健康法 2.減重 411.94
阻斷肥胖基因飲食法 : 保證不復胖!
14 天瘦 7 公斤、一週腰圍瘦 2 公分，
10 週徹底改變肥胖宿命的腹部零脂
肪健康計畫 / 大衛.辛振可著 ; 駱香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4-54-2 (平裝) NT$370
1.減重 2.健康飲食 3.運動健康
411.94
過了二十歲,要有瘦一輩子的本事 /
萬特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 , 10812 .-- 272 面 ; 21 公 分 .-(Enjoy ; 63) .-- ISBN 978-986-406-1785 (平裝) NT$280
1.減重 2.自我實現 411.94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年報. 2018 / 陳南
松等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衛
生局,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14-50-4 ( 平 裝 )
NT$500
1.衛生行政 2.臺中市 412.133/115
醫與法 : 個案研究 / 廖又生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
10812 .-- 16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669-8-5 (平裝)
1.醫事法規 2.個案研究 412.21
餐飲業食安寶典 : 餐飲達人修行之
旅 / 周立勳總編輯 .-- 嘉義市 : 嘉義
市衛生局,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24-16-9 (平裝)
1.食品衛生管理 2.餐飲管理 3.餐飲
業 412.25
神奇酷科學. 19, 對抗傳染病大作戰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904-6 (平裝) NT$28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通俗作品
412.4

登革熱防疫策略報導. 2018 年 / 高雄
市登革熱研究中心編著 .-- 初版 .-高雄市 : 高市衛生局, 10812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6-324 (平裝)
1.登革熱 2.病媒防制 412.4923
登革熱的故事 / 朱真一作 .-- 初版 .-苗栗縣竹南鎮 : 國家衛生研究院,
10901 .-- 1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29-3 (平裝) NT$200
1.登革熱 412.4923
*全民健康保險年報. 2019-2020 / 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 臺北
市 : 健保署, 10812 .-- 9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14-9 (平裝)
NT$200
1.全民健康保險 412.56
高齡社會下健康照護財務之挑戰與
因應 / 邱弘毅等著 ; 陳綠蔚, 邱弘毅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 135 面; 26 公分 .-- (專題報
告 ; 2019-03) .-- ISBN 978-986-982844-4 (平裝)
1.全民健康保險 2.健康照護體系
412.56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20202021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保署,
10812 .-- 1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39-15-6 (平裝) NT$50
1.全民健康保險 2.手冊 412.56026
殯葬衛生 / 劉嘉年, 林高永, 陳玟秀
編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2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66-6-9 (平裝) NT$240
1.遺體處理 2.死亡管理 3.殯葬 4.公
共衛生 412.6
翻轉中醫 / 鄭集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都會文化, 109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7-8-9 (平
裝) NT$350
1.中醫 413
中醫藥保健小學堂. 第一冊 / 中華傳
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著 .-- 二版 .-高雄市 :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
會, 109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09-2-1 (平裝) NT$350
1.中醫 2.養生 3.通俗作品 413.21
知己 : 從頭到腳,用漢字解說 53 個身
體部位的運行奧秘,掌握中醫養生精
髓 / 徐文兵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409-9 (平裝)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21
傷寒論 新編誦記讀本 / 張仲景原著 ;
賴慧真等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知音,
1090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5-014-8 (精裝) NT$500
1.傷寒論 2.中醫典籍 413.32
傷寒論類方匯参 / 左季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2 .-- 473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站 ; 95) .-- ISBN
978-986-346-282-8 (平裝)
1.傷寒論 2.中藥方劑學 413.32
醫療靈媒-搶救肝臟 : 破除低糖高蛋
白飲食的迷思,教你正確照護、餵養、
療癒肝臟的全方位指南 / 安東尼.威
廉(Anthony William)著 ; 游懿萱譯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10902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7-92-8 (平裝) NT$700
1.肝病 2.肝臟 3.保健常識 413.344
女性經絡自癒手冊 / 路新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
出版基地發行,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15-3 (平
裝) NT$420
1.穴位療法 2.經絡療法 3.婦女健康
413.915

33) .-- ISBN 978-986-443-968-3 (平裝)
NT$350
1.氣功 2.癌症 3.養生 413.94
泡杯養生茶 : 中醫名家 38 道提升自
癒力的私房茶療,讓你不用藥也健康!
/ 吳建隆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
飲食 ; 118) .-- ISBN 978-986-443-9621 (平裝) NT$350
1.食療 2.養生 3.茶葉 413.98
從五色探討五果古今應用及生理功
效 : 黃帝內經與植化素 / 陳怡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陳怡妗, 10901 .-2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0-8 (平裝) NT$380
1.內經 2.食療 3.中醫 413.98
本草綱目現代釋用手冊 / 劉富海, 劉
燁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2 .-- 2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8-0 (平裝)
NT$450
1.本草綱目 2.中藥材 414.121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 基礎醫學. 2019
年 / 錢宇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1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8-333-9 (平裝)
1.醫學 2.問題集 415.022

少林點穴法真傳秘訣 / 徐畏三, 金倜
生原著 ; 三武組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展, 10902 .-- 254 面; 21 公分 .-(武術秘本圖解 ; 6) .-- ISBN 978-986346-283-5 (平裝)
1.穴位療法 2.經穴 413.915

史上最有梗的病理學講義 : 加油啊!
細胞是小小兵、氧氣扮黑臉,原來生
病是這回事。 / 仲野徹著 ; 黃雅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2 .-- 352 面; 21 公分 .-- (Easy ;
89) .-- ISBN 978-957-9654-67-8 (平裝)
NT$380
1.病理學 415.1

灸解氣結 : 溫暖穴道療育百症 / 陳玉
能, 董振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
和文創, 10812 .-- 8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7578-8-1 ( 平 裝 )
NT$299
1.穴位療法 2.經穴 3.灸法 413.915

疼痛大突破 / 周明峰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37-2 (平
裝) NT$300
1.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2.疼痛醫學 3.
按摩 415.148

圖解嬰幼兒撫觸捏脊按摩法 / 隨曉
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7-9-6 (平裝) NT$350
1.按摩 2.小兒科 3.中醫 413.92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
症 / 李龍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1 .-- 248 面; 24 公分 .-- (養生
智慧) .-- ISBN 978-957-14-6769-6 (平
裝)
1.症候學 2.診斷學 3.疾病防制
415.208

郭林新氣功 : 抗癌與養生 20 堂課,融
合 中西醫與 氣功的功 法 / 袁興倫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1 .-208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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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與孩童緊急救護學生手冊 : 為
成人、孩童和嬰兒提供 CPR、AED
和急救的綜合指南 / Cathryn Castle

Garcia 等撰稿 ; Pauline Hus 翻譯 .-嘉義市 : 捷你爾, 109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11-8-6 (平
裝)
1.急救 2.心肺復甦術 3.體外電擊
415.22
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 : 徘徊
在生死邊界的急診故事 / 南宮仁著 ;
梁幸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812 .-- 312 面; 21 公分 .-- (Issue ;
27) .-- ISBN 978-957-13-8066-7 (平裝)
NT$350
1.急診醫學 2.醫療服務 415.22

256 面; 21 公分 .-- (預防醫學 ; 25) .-ISBN 978-986-98065-5-8 ( 平 裝 )
NT$350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癌症 415.8
讓我們的靈魂激盪身體歡愉 : 一個
男科醫生的臨床手記, 講透男人身體
的秘密, 值得女人通宵看完的秘笈 /
任黎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sue ;
015) .-- ISBN 978-986-98589-0-8 (平裝)
NT$399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男性 415.8

高級救護技術員教科書 / 衛生福利
部, 台灣急診醫學會共同編纂 .-- 第
2 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812 .-13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9-27-9 (精裝) NT$2500
1.急救 2.緊急醫療救護 3.教育訓練
415.22037

卓飛症候群醫療照護手冊 / 遲景上
等作 ; 李秀芬主編 .-- 臺中市 : 李秀
芬出版 : 臺中榮總兒童醫學中心兒
童神經科發行, 10812 .-- 16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5-9 (平
裝)
1.癲癇 2.罕見疾病 3.健康照護
415.932

物理治療精選. 8, 心肺物理治療學 /
晨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09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27-3-9 (平裝) NT$380
1.心血管疾病 2.呼吸道疾病 3.物理
治療 415.3

守護幸福的回憶 : 一本為失智症家
屬及照顧者寫的專書 / 高雄榮民總
醫院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36-0 (平裝)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一天 100 秒,遠離骨質疏鬆 : 日本骨
科名醫教你運動+食補,重獲績優骨 /
太田博明作 ; 諾麗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5810-9 (平
裝) NT$320
1.骨質疏鬆症 2.健康法 415.585

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 : 第一
本專為照護失智症所寫的對話技巧,
照著說,就能克服他偏執易怒、失控
的情緒 / 右馬埜節子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02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118-8-0 ( 平 裝 )
NT$28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減掉內臟脂肪的最強飲食法 : 狂瘦
25kg 的減重名醫,親自實踐!每天少
吃 10%,一個月腰圍縮 4cm / 工藤孝
文著 ; 鍾雅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02 .-- 16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118-9-7 ( 平 裝 )
NT$350
1.類脂質代謝疾病 2.健康飲食 3.減
重 415.593
過敏性食物小圖鑑 / 赤澤晃監修 ; い
とうみつる插畫 ; 沈俊傑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2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51 (平裝) NT$300
1.過敏性疾病 2.健康飲食 415.74
「泌」壺裡的癌變 : 直擊泌尿腫瘤,
癌症治療全攻略 / 謝登富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901 .--

孩子們的秘密 / 阿彬叔叔作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卡奇傳播, 10812 .-176 面; 26 公分 .-- (跳接天使 ; 2) .-ISBN 978-986-82148-4-2 ( 平 裝 )
NT$430
1.老年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1
臺大醫院體外循環發展史 / 許靜惠
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12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31-1 (平裝) NT$500
1.外科 2.外科技術 3.體外循環機
416
骨科神經學 : 神經病變位置的診斷
指 引 / J. D. Hoppenfeld, Stanley
Hoppenfeld 原著 ; 楊榮森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1 .-- 13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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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38-4
(精裝)
1.骨科 2.脊髓病變 3.診斷學 416.6
舞蹈運動傷害 / 周清隆, 盧曉蕾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1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39-1 (平裝)
1.運動傷害 2.舞蹈 416.69
1 日 5 分鐘暖眼操,視力就會好回來 :
消除眼部虛冷,提升視力,讓大腦變年
輕的視力訓練 / 中川和宏著 ; 陳美瑛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901 .-160 面; 21 公分 .-- (Beautiful life ;
70) .-- ISBN 978-986-477-188-2 (平裝)
NT$280
1.眼科 2.眼部疾病 3.視力保健
416.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眼球解
剖 生理學及 眼睛疾 病 / 蘇俊峰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1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6-5 (平裝) NT$350
1.眼科 2.眼部疾病 416.7
最快護眼法 / 日比野佐和子作 ; 童唯
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2-0 (平裝) NT$280
1.眼科 2.眼部疾病 3.視力保健
416.7
給眼睛的 31 堂保健練習 : 一天一次,
讓你遠離近視、老花眼的魔法影像 /
本部千博作 ; 張書芬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902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8017-8 (平裝)
1.眼科 2.視力保健 416.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視覺光
學 / 林煒富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1 .-- 4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579-7 (平裝)
NT$460
1.驗光 2.視力 416.767
蝸出美麗聽境界 : 認識人工電子耳 /
邱文貞, 張憶萍, 翁珮瑄作 .-- 臺北
市 : 北市大特教中心, 10812 .-- 123
面; 21 公分 .-- (特殊 教 育叢書 ;
137) .-- ISBN 978-986-5412-46-3 (平裝)
1.聽覺輔具 2.聽障教育 3.特殊兒童
教育 416.812
聽力保健室 : 專業聽力師教你打造
優質「聽」生活! / 黃銘緯, 曾雪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648 種)(真健康 ; 66) .-- ISBN
978-957-9314-46-6 (平裝) NT$280
1.耳科 2.保健常識 3.聽力學
416.812
6 週重建齒質飲食法 : 遠離口腔疾病,
喚醒自癒力,逆轉慢性病 / 史蒂芬.李
(Steven Lin)作 ; 楊心怡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1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04-5-5 (平裝) NT$480
1.牙齒 2.預防牙科 3.健康法 416.9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 兒童牙科技
術學 / 内川喜盛, 白瀬敏臣, 尾﨑順
男原著 ; 林正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901 .-- 9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8-337-7 (平裝)
1.兒童牙科 2.膺復牙科 3.牙科技術
416.991
*助妳好孕 : 婦產科名醫解碼人工生
殖 / 張明揚, 潘俊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金塊文化, 10901 .-- 180 面; 23
公分 .-- (實用生活 ; 52) .-- ISBN 978986-98113-2-3 (平裝) NT$350
1.不孕症 2.人工生殖 417.125
卵巢是女人的根本 : 婦產科女醫師
教妳內分泌不失調、代謝排毒不怕
老、婦科疾病不上身的優雅保養專
書! / 楊保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200) .-- ISBN 978-986-384-410-5 (平裝)
1.卵巢 2.婦女健康 417.25
樂活到老 : 高齡醫學醫師的保健幸
福 祕 方 / 馬 可 . 威 廉 斯 (Mark E.
Williams)著 ; 呂玉嬋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50+ ; BFP014) .-- ISBN
978-986-479-885-8 (平裝)
1.老年醫學 2.老年心理學 3.中老年
人保健 417.7
根治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的無上醫學 :
癌症的最終解答 / 張金鐘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張金鐘,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78 (平裝) NT$300
1.癌症 2.佛教修持 417.8
神奇抗癌藥丸 : 一顆橘色小藥丸如
何改寫醫藥史 / 丹尼爾.華塞拉, 勞勃.
史萊特合著 ; 禺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 10901 .-- 3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393-60-8 (平裝)
NT$460
1.癌症 2.藥物治療 417.8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 陳長安編著 .-53 版 .-- 臺北市 : 全國藥品雜誌,
10901 .-- 1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87-2-1 (精裝) NT$1500
1.藥物治療 2.手冊 418.026
小材大用常見食材 : 蔥、薑、蒜、
韭、醋、茶 / 張耀庭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醫學健康館 ; 25) .-- ISBN
978-986-98313-3-8 (平裝)
1.食療 2.健康飲食 418.91
蔬果食療瘦身抗老 / 歐陽鍾美著 .-新北市 : 源樺, 10812 .-- 19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8008-5-3 (平裝)
NT$380
1.食療 2.果菜類 3.食譜 418.914
鬆筋膜.除痠痛.雕取線的強肌伸展解
痛聖經 : 部吃藥、免受數，有效改
善激痛點的 114 個修復運動 / 金修
然著 ; 林育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232 面; 23 公分 .-- (健
康力) .-- ISBN 978-957-08-5451-0 (平
裝)
1.肌筋膜放鬆術 2.運動健康
418.9314
物理治療精選. 4, 電療學與熱療學 /
陳世銘作 .-- 四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
局,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27-2-2 (平裝) NT$400
1.熱療法 2.電療法 418.9321
充盈生命能量的藝術 : 傳承古儒吉
大師教導,讓你更快樂、更有活力、
表現更好的呼吸與靜心祕方 / 拉賈
詩麗‧帕特爾(Rajshree Patel)著 ; 邱
文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2 .-- 336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
系列 ; 188) .-- ISBN 978-986-175-5441 (平裝) NT$330
1.心靈療法 2.心理衛生 3.能量
418.98
希塔療癒 : 無所不能的超然能量療
法 / 維安娜.斯蒂博(Vianna Stibal)著 ;
陳育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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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320 面; 22 公
分 .-- (眾生 ; JP0166) .-- ISBN 978986-98548-1-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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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靈療法 2.能量 3.自我實現
418.98
聽聞頌缽 : 一心敲缽 一心諦聽 / 曾
文通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維摩舍文
教, 10902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9768-5-6 (平裝) NT$1080
1.心靈療法 2.缽 418.98
我是催眠師 / 管玲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1-2 (平裝) NT$360
1.催眠療法 418.984
聆聽中的人 : 從醫學談音樂實質 /
Armin J. Husemann 作 ; 何品翻譯 .-初版 .-- 臺中市 : 人智, 10812 .-- 144
面; 23 公分 .-- (健康系列 ; 9) .-- ISBN
978-986-96683-4-7 (精裝) NT$690
1.音樂治療 418.986
全天然 : 精油芳療指南 / 蘇珊.克媞
斯, 派特.湯瑪斯, 法蘭.強森作 ; 鄭百
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2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7-559-1 (平裝) NT$4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生命之謎 VS.量子糾纏 : 關於生命、
大腦、情緒、意識與量子醫學實證 /
許心華, 謝昊霓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博思智庫, 1090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065-6-5 (平裝)
NT$350
1.另類療法 2.自然療法 3.能量
418.995
來自宇宙的愛 : 能量療法與靈療倫
理分析 / 黃茂展口述 ; 邱靖雄作 .-初版 .-- 彰化市 : 橋樑文化, 10903 .-132 面; 21 公分 .-- (組織史 ; 2) .-ISBN 978-986-95363-7-0 ( 平 裝 )
NT$500
1.另類療法 2.能量 3.田野工作
418.995
新巴赫花精療法. 1 : 療癒身心靈的
12 種 花 精 軌 道 / 笛 特 瑪 . 柯 磊 墨
(Dietmar Krämer), 哈根.海滿恩(Hagen
Heimann)著 ; 王真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HO ; 136) .-- ISBN
978-986-357-168-1 (平裝) NT$420
1.自然療法 2.順勢療法 418.995
新巴赫花精療法. 2 : 反應情緒的身
體 地 圖 / 笛 特 瑪 . 柯 磊 墨 (Dietmar
Krämer), 賀爾姆.維爾特(Helmut Wild)

著 ; 王真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10812 .-- 320 面; 23 公
分 .-- (HO ; 137) .-- ISBN 978-986-357169-8 (平裝) NT$420
1.自然療法 2.順勢療法 418.995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應試
指南 / 林王美園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華都文化, 10901 .-- 34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29-7-9 (平裝)
1.照護服務員 2.考試指南 419.8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01 .-- 64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58) .-- ISBN 978957-9623-46-9 (平裝) NT$280
1.刺繡 426.2

飛躍雙十 再創嘉療卓越新紀元 / 歐
陽文貞總編輯 .-- 臺南市 : 嘉南療養
院, 108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26-2 (平裝)
1.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2.醫院行
政管理 419.333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 葉美
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 四版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9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70-2-5
(平裝)
1.精神科護理 419.85

斉藤謠子の質感裁縫 : 洋服.布包.手
作小物 / 斉藤謠子著 ; 林麗秀譯 .-初 版 .-- 新 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
10901 .-- 96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學 ;
44) .-- ISBN 978-986-302-524-5 (平裝)
NT$580
1.縫紉 2.衣飾 3.手提袋 4.手工藝
426.3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社會責任報告書 /
劉宏輝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10812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208-7 (平裝)
1.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 2.醫療社會工作 3.醫療服務
4.文集 419.333
天使心寶貝情 : 關渡醫院深耕社區
專輯. 二 / 陳昌明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北市關渡醫院, 108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2-4
(平裝) NT$300
1.關渡關懷站 2.社區衛生服務 3.醫
療服務 4.文集 419.5

家政
超高機能設計攻略 : 超乎想像!百變
住宅機關王 /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901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578-9-8 (平裝) NT$380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空間設計
422.5

簡單穿就好看!大人女子の生活感製
衣書 : 25 款日常實穿連身裙.長版上
衣.罩衫 / 伊藤みちよ著 ; 洪鈺惠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1 .-- 80 面; 26 公分 .-- (縫紉家 ;
22) .-- ISBN 978-986-302-526-9 (平裝)
NT$380
1.縫紉 2.衣飾 426.3
美麗刺繡時光 : 小物＆飾品 / 朝日新
聞出版編著 ;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3-7 (平
裝) NT$48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焦點記錄法 : 臨床書寫指引 / 鍾詩琦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01 .-13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94553-8 (平裝) NT$200
1.護理紀錄 419.6

拒當菜鳥 : 我的第一本裝潢計劃書 :
100 種裝潢事件 180 個裝修名詞小百
科一次學會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3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320
面; 25 公分 .-- (Solution book ; 122) .-ISBN 978-986-408-573-6 ( 平 裝 )
NT$480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室內設計
422.9

護 理專業問 題研討 / 王桂芸等編
輯 .-- 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5-8 (平裝)
1.護理學 2.護理教育 3.護理研究
419.6

絕對省錢, 跟著嚴謹的日本人學居家
修繕 / 西澤正和著 ; 彭春美譯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090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06-0-4 (平
裝) NT$360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422.9

教學原理 : 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 / 林
佩芬等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 .-- 四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552-1
(平裝)
1.護理教育 419.63

跟明星學保養 / 劉燁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1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5-8 (平裝) NT$250
1.皮膚美容學 2.健康法 425.3

拼拼布,湊出質感生活小物 / 橋本和
著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2 .-- 9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11-249-3 (平裝)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剪髮造型與設計實務應用 / 黃思恒
等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卡登美髮
屋, 10901 .-- 2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82-0-4 ( 上 冊 : 平 裝 )
NT$1000
1.美髮 2.髮型 3.造型藝術 425.5

Roro 手織娃娃服 / 崔慧利作 ; 陳采
宜 翻 譯 .-- 新 北 市 : 北 星 圖 書 ,
10901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34-8 (平裝) NT$40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長照 ing : 照服員的全新世代 / 劉盈
慧, 徐秀琴文字採集 ; 徐秀琴總編
集 .-- 初版 .-- 高雄市 : 郭吳麗珠社福
基金會, 10812 .-- 192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8579-0-1 ( 平 裝 )
NT$350
1.長期照護 2.老人養護 3.照護服務
員 419.71

花.葉.果實の立體刺繡 BOOK : 以鐵
絲勾勒輪廓,繡製出漸層色彩的立體
花朵。 / アトリエ Fil 著 ; 詹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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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以外 / 魯燕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01 .-- 72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6204-814 (平裝) NT$1500
1.手工藝 2.作品集 426.7
可 愛的拼布 提包小 物 / 張惠如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716-6-5 (平裝)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智雅的娃娃改妝課 : 打造世界上獨
一無二,只屬於我的 Baby doll / 金志
娥作 ; 陳采宜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33-1 ( 平 裝 )
NT$45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吃,是一種公民行為 : 讓我們重新學
會吃,一起用吃改變世界 : 世紀廚神.
米其林 3 星主廚 Alain Ducasse 的食
物宣言 / 亞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
克 利 斯 蒂 安 . 勒 古 比 (Christian
Regouby)著 ; 王禕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出版 : 大雁
文化發行,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90-0-7 ( 平 裝 )
NT$350
1.杜卡斯(Ducasse, Alain) 2.飲食 3.烹
飪 427
療育食光 : 心理醫師的料理處方箋 /
咪豆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10-01-5 ( 平 裝 )
NT$280
1.飲食 2.食譜 3.文集 427.07

和平國際文化, 109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168-1 (平
裝)
1.食譜 427.1
會開瓦斯就會煮 / 大象主廚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25) .-- ISBN 978-986384-407-5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對症滋補養生湯 / 楊力主編 .-- 修訂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都 會 文 化 ,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48) .-- ISBN 978-986-98627-0-7 (平裝)
1.食譜 2.湯 3.食療 427.1
一年四季的 40 堂烘焙課 : 產地到餐
桌,用台灣在地時令水果,完成零添加、
無化學香精的 40 道美味甜點。 /
Alle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 10812 .-- 144 面 ; 24 公 分 .-(Cook50 ; 194) .-- ISBN 978-98698422-2-8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對你身體好的減醣烘焙 : 無糖、無
澱粉!六十道餅乾、蛋糕及塔派 / 卓
金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 10902 .-- 1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71-196-4 (平裝)
1.點心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6
圖解拉糖藝術＆巧克力工藝 : 世界
級甜點職人親授,專為初學者打造的
甜點工藝教科書 / 赤崎哲朗, 富田大
介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2 .-- 16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11-256-1 (平裝)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韓式米蛋糕 : 經典風味 X 創新口味
X 裝飾設計,用「米粉」做出好吃又
好看的新形態甜點 / 洪佳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02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351-2 (平裝) NT$599
1.點心食譜 427.16

大人氣造型點心 / 謝明瑾, Irene 著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901 .-176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活 ; 37) .-ISBN 978-957-9065-32-0 ( 平 裝 )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豐盛的早午餐烘焙全書 : 從手作麵
包、 開胃配菜、沙拉、飲品、湯品、
到醬汁的百變美味組合 / 蜜塔木拉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416 面;
26 公 分 .-- ( 飲食 區 Food&Wine ;
4007) .-- ISBN 978-957-8683-83-9 (平
裝) NT$65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ㄚ樺媽媽的百味餐桌 : 帶你品嚐大
江南北的舌尖美味 / ㄚ樺媽媽著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901 .-160 面; 22 公分 .-- (Orange taste ;
16) .-- ISBN 978-986-98234-4-9 (平裝)
1.食譜 427.1

大師級派對甜點新手零失誤 / VK
Cooking Hous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0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5-9-7 ( 平 裝 )
NT$499
1.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的科學 : 令人感到幸福的香氣
與口感的祕密 / 吉野精一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 272 面;
23x16 公分 .-- (知的! ; 159) .-- ISBN
978-986-443-973-7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我的第一本「0 水鍋」魔法料理書 /
江田淳哉, 夏目陽子, 川上文代著 ;
邱婉婷翻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472-91-4
(平裝)
1.食譜 427.1

低醣.生酮甜點 : 無糖、無粉、無添
加的手作健康美味蛋糕、餅乾、塔
派、鬆餅、軟布丁、飲品、冰淇淋、
好醬 101 道 / 水晶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96-4-1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427.16

大和御廚 魚料理 / 遠藤十士夫作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 1090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4-4 (平裝) NT$600
1.海鮮食譜 2.魚 3.烹飪 427.252

環遊世界八十碟菜 / 萊斯蕾.布蘭琪
(Lesley Blanch)著 ; 廖婉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176 面; 19 公分 .-- (當代名家旅遊文
學 ; 147) .-- ISBN 978-986-5509-06-4
(平裝) NT$400
1.飲食 2.文集 3.旅遊文學 427.07

美味光景 : 精選職人餐器 X60 道不
敗料理與漢娜的小餐桌一起打造屬
於自己的美感生活 / 張菡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日 日 幸 福 事 業 ,
109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00-3-5 (平裝) NT$450
1.食譜 2.餐具 427.1
超越油炸!氣炸鍋百變料理 / 二飯作
料理研究所著 ; 王采圓譯 .-- 新北市 :

美式手工餅乾 : 紐約名店的祕密食
譜大公開!簡單食材 X 家用烤箱,在
家做出鬆軟溫熱的世界級美味! / 李
承原著 ; 陳靖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廣廈, 10901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30-213-3 (平裝)
NT$399
1.點心食譜 4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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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瓜創意蔬食料理競賽食譜. 2019 /
宋淑真編輯 .-- 高雄市 : 農友社會福
利基金會, 10812 .-- 64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87617-9-7 (平裝)
1.蔬菜食譜 2.胡瓜 427.3
餐 桌上少不 了的薯 類 / 甘智榮編
著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902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6-7 (平裝)
1.蔬菜食譜 2.根莖類 427.3

每天,每天 Home Café : 77 種咖啡館
人氣飲品,在家輕鬆重現 / 朴星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6003-4 (平裝) NT$420
1.咖啡 427.42
咖啡新手入門教科書 / 晉遊舍編輯
部作 ; 顏妤安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 10902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2077-90-0 (平裝)
NT$380
1.咖啡 427.42
大廚不外傳の黃金比例調醬秘訣
571 / 學研編輯部作 ; 鄭睿芝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02 .-128 面; 26 公分 .-- (生活風格 ; 73) .-ISBN 978-986-130-453-3 (平裝)
1.調味品 2.食譜 427.61
0-2 歲黃金期 : 職能治療師媽媽的超
強 育兒術 / 曼曼兒童職能治療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0-02-2 (平裝) NT$450
1.育兒 428
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 李宜樺等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1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35-0 (平裝) NT$350
1.小兒營養 2.食譜 428.3
不只是教養 : 蒙特梭利 x 阿德勒 x
薩提爾 / 羅寶鴻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01 .-- 384 面; 21 公
分 .-- (家庭與生活 ; 58) .-- ISBN 978957-503-539-6 (平裝)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8
好動孩子不失控 : 從容應付 20 種生
活情境,幫助 2～8 歲孩子釋放過多
精力和學習平靜,一起放鬆身心 / 蘿
拉.卡迪隆妮(Laura Caldironi)作 ; 陳
文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
化,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93-1-0 (平裝) NT$230
1.育兒 2.過動兒 3.親職教育 428.8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 3 : 姚以婷
審定推薦,全面更新 0 到 3 歲的基礎
正向教養 / 簡.尼爾森(Jane Nelsen),
雪柔.埃爾溫(Cheryl Erwin), 羅莎琳.
安.杜菲(Roslyn Ann Duffy)著 ; 陳依
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6-7 (平裝) NT$38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子女教育
428.8
新課綱也強調!讓孩子不只贏在起跑
點的「非認知能力」素養教育法 /
Bork 重子著 ; 王美娟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9-2
(平裝)
1.育兒 2.親職教育 3.子女教育
428.8
蒙特梭利 X 多元智能親子教育 : 0-6
歲關鍵期,陪孩子開發全方位潛能! /
伊藤美佳著 ; 劉艾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八方出版,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Super kid ; 15) .-- ISBN 978986-381-214-2 (平裝) NT$37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8
擁抱蘭花小孩的高敏感特質 : 讓孩
子的敏感天性,成為發揮潛力、強化
韌 性 的 助 力 / 湯 瑪 士 . 波 依 斯 (W.
Thomas Boyce)著 ; 周宜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6000-3 (平裝) NT$40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兒童心理學
428.8
1 分鐘救命關鍵! : 你一定要知道的
居家急救手冊 / 洪子堯著 .-- 再版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
行, 109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99-84-1 (平裝) NT$400
1.家庭醫學 2.保健常識 3.急症 429

- ISBN 978-986-516-371-6 ( 平 裝 )
NT$600
1.懷孕 2.分娩 3.保健常識 429.12
培養天才寶寶的智能王胎教法 / 智
能王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苗子強,
10812 .-- 272 面; 21 公分 .-- (智能王
嬰幼兒大腦潛能開發天才教育系列
叢書 ; 2) .-- ISBN 978-957-43-7344-4
(平裝) NT$420
1.懷孕 2.胎教 429.12

農業
玉山山腳下的小農紀實 .-- 南投縣水
里鄉 : 玉山國家公園, 10812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0-7
(平裝) NT$300
1.有機農業 2.部落 3.個案研究
430.13
有機農業的世界 / 黃萬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2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4-9 (平裝)
1.有機農業 430.13
原鄉友善耕作暨年度試驗研究成果
研討會專刊 / 陳昱初總編輯 .-- 第一
版 .-- 臺東市 :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
10901 .-- 13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49-7 (平裝) NT$290
1.有機農業 2.耕作 3.技術發展
430.13

生活保健全書 : 每天都做得到的健
康小撇步 / 顧勇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菁品文化, 10901 .-- 352 面; 23 公
分 .-- (生活視窗 ; 63) .-- ISBN 978986-98476-2-9 (平裝) NT$350
1.家庭醫學 2.保健常識 429

近年來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成果專
輯 / 姜金龍, 戴介三編輯 .-- 桃園市 :
農委會桃園農改場, 10812 .-- 100 面;
30 公分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第 54 號) .-ISBN 978-986-5440-62-6 ( 平 裝 )
NT$2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2.農業推廣 3.技術發展 4.臺灣
430.33

不可思議的神奇胎教 / 智能王著 .-初版 .-- 桃園市 : 苗子強, 10812 .-272 面; 21 公分 .-- (智能王嬰幼兒大
腦潛能開發天才教育系列叢書 ; 1) .- ISBN 978-957-43-7345-1 ( 平 裝 )
NT$420
1.懷孕 2.胎教 429.12

*台灣創新科技博覽會永續發展館成
果專刊. 2019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811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42-8 (平裝) NT$300
1.農業經營 2.技術發展 3.文集
431.207

孕前孕後必做的 300 件事 / 張鳳春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391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北部地區第 3、4 屆百大青農小故事
/ 姜金龍總編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農委會桃園農改場, 10812 .-- 80 面;

32

30 公分 .--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第 53 號) .-- ISBN 978-986-5440-55-8
(平裝) NT$200
1.農民 2.農業經營 3.人物志 431.4
桃園市智慧節水管理系統研發與水
資源多元應用計畫 / 財團法人農業
工程研究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7-1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1.農業水利 2.灌溉 3.水資源管理
432.57
*臺灣禾豆科牧草種原 / 鍾萍等編 .-修訂第二版 .-- 臺南市 : 農委會畜試
所, 10812 .-- 196 面; 26 公分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專輯)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40-46-6
(平裝) NT$450
1.牧草 2.臺灣 434.14
咖啡果小蠹防治研究暨田間綜合管
理研討會專刊 / 張淑芬等編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農 委 會 農 試 所 ,
10811 .-- 64 面; 26 公分 .-- (咖啡果小
蠹之生態及物理防治之應用 ; 1) .-ISBN 978-986-5440-48-0 ( 平 裝 )
NT$250
1.咖啡 2.植物病蟲害 434.183
溶磷菌肥料肥(功)效評估及驗證研
討會專刊 / 林素禎等主編 .-- 初版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10812 .-- 20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10 (平裝) NT$350
1.肥料 2.文集 434.23407
興台之川 : 對開發台灣做出重大貢
獻的瑠公圳 / 卜一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410-5-4 ( 平 裝 )
NT$340
1.農業水利 2.水利工程 3.臺灣
434.257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之農藝作物
新品種簡介. 2009-2019 年 / 吳以健
等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農
委會臺中農改場, 10812 .-- 84 面; 20
公分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
農業技術專刊 ; 第 200 期) .-- ISBN
978-986-5440-47-3 (平裝) NT$100
1.農作物 2.品種 434.287
園藝果蔬害蟲診斷與管理 / 温宏治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381-1 (平
裝) NT$500
1.園藝學 2.植物病蟲害 435.11
全年大豐收!好吃好種的四季蔬果 :
整土、播種、栽培、授粉到採種,日
本園藝職人的蔬果豐收技巧全收錄!
/ 北条雅章監修 ; 劉姍姍翻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
1090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195-7 (平裝)
1.蔬菜 2.栽培 435.2
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理行事
曆. 2020 年 / 呂明雄, 李堂察, 楊秀珠
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大,
10812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94-5-8 (平裝) NT$120
1.柑橘類 2.栽培 3.樹木病蟲害
435.322
怦然心動的玫瑰圖鑑 / 元木
HARUMI 撰文 ; 大作晃一照片 ; 張
萍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 128 面; 23 公分 .-- (台灣自
然圖鑑 ; 47) .-- ISBN 978-986-443959-1 (平裝) NT$450
1.玫瑰花 2.植物圖鑑 435.415025
下班後玩多肉植物 / 田邊正則作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902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3-4 (平裝) NT$320
1.仙人掌目 2.栽培 435.48
瓶幹樹手冊 Pachypodium 分類與栽
培 / 光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光山
的多肉檔案庫, 10812 .-- 17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64-0-8 (平
裝) NT$600
1.仙人掌目 2.栽培 435.48
景觀. 2019-II / 曾筱茹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景觀學會, 10812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092-5-1 (平
裝) NT$360
1.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景觀工程設
計 435.7064
*日式庭園景觀特質 / 蔡龍銘著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
部,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357-6 (平裝) NT$400
1.庭園設計 2.造園設計 3.日本
435.72
「學.森林」 : 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
編專冊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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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 10901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0-43-5 ( 平 裝 )
NT$300
1.森林生態學 2.環境教育 3.原住民
436.12
森林魔法師 / 陳永修, 林文智研究撰
稿 ; 吳憶萍繪圖 .-- 臺北市 : 農委會
林試所, 10812 .-- 54 面; 30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0-44-2 (精裝)
1.森林生態學 2.自然保育 3.繪本
436.12
犬貓牙科與口腔外科手冊 /
Alexander M. Reiter, Margherita Gracis
原編 ; 田昕旻, 羅億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 10901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2-2
(平裝)
1.獸醫外科學 2.口腔疾病 3.犬 4.貓
437.26
寵物居家保健按摩原理與實務 / 張
維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5-0 (平裝) NT$450
1.寵物飼養 2.按摩 437.3
走路要有喵態度 : 沙發上的心靈大
師,給人類的 100 則貓生哲學 / 潔咪.
薛曼(Jamie Shelman)著 ; 陳采瑛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81 (精裝) NT$320
1.貓 2.文集 3.生活指導 437.3607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貓咪哪有這麼
可愛 / 志銘與狸貓攝影.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89 (平裝) NT$350
1.貓 2.文集 437.3607
新世代養殖生力軍. III : 13 位養青的
奮游人生 / 林宗善總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10812 .-1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87118-9-1 (平裝)
1.水產養殖 2.人物志 438.6
中草藥在魚類養殖的應用 / 郭錦朱
著 .-- 基 隆 市 : 農 委 會 水 試 所 ,
10812 .-- 5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4-1 (平裝) NT$100
1.魚產養殖 2.中草藥 438.661
農產加工不只醬 : 開箱地方創生的
風土 WAY /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

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農村發展基金會,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07-6 (平
裝) NT$420
1.農產品加工 2.產業發展 439
米食製作技術 / 王大成等編輯 .-- 新
北市 : 中華穀類研究所, 10812 .-- 260
面; 30 公分 .-- (烘焙叢書 ; 第 17
輯) .-- ISBN 978-986-83842-6-2 (精裝)
1.稻米 2.農產品加工 439.1
麵的科學 : 麵粉如何創造豐富的口
感、香氣和美味 / 山田昌治著 ; 吳佩
俞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3-972-0 (平裝) NT$420
1.麵 2.食品加工 439.21

工程
ABAQUS+Python 讓 CAE 如虎添翼
的雙倍能量 / 蘇景鶴, 江丙云著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01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794-4 (平裝) NT$560
1.電腦輔助設計 2.電腦輔助製造
440.029
基礎工程力學 / 陳惠華, 王傑兒作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2 .-30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土木與建築群 .-- ISBN 978-98698605-4-3 (上冊:平裝)
1.工程力學 440.13
現代材料科學與工程 / William F.
Smith, Javad Hashemi 著 ; 趙宇強, 盧
陽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
爾, 臺灣東華, 10812 .-- 8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47-6 (平裝)
1.材料科學 440.2
輕鬆學材料力學 / 曾火松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曾火松出版 ; 台北市 :
世理雜誌總經銷, 10901 .-- 352 面; 26
公分 .-- (輕鬆學力學教室) .-- ISBN
978-957-43-7301-7 (平裝) NT$795
1.材料力學 440.21
神奇酷科學. 8, 發明家的異想世界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3-3 (平裝) NT$280
1.發明 2.科學家 3.通俗作品 440.6

*專利法令彙編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編 .-- 六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智慧局,
10812 .-- 245 面; 21 公分 .-- (法規系
列 ; 188) .-- ISBN 978-986-5442-75-0
(平裝) NT$100
1.專利法規 440.61
BIM 專案基礎設計 Autodesk Revit.
2020 / 吳翌禎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石數位, 10901 .-- 3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444-6 (平裝)
NT$600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彰化縣歷史建築員林張氏追遠堂修
復 及再利用 計畫 / 彰化縣文化局
著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2 .-- 4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4-6 (平裝附光碟片)
1.宗祠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彰化縣 441.4
市定古蹟「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及
鐘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
書 / 郭奇正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
市 : 東海, 10811 .-- 39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548-045-5 (平裝)
1.教堂 2.學校建築 3.古蹟修護 4.臺
中市 441.41
苗栗縣縣定古蹟山腳蔡氏濟陽堂修
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徐慧民計畫主
持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2 .-- 7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17-8 (平裝)
1.宗祠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苗栗縣 441.41
高雄市歷史建築舊三和銀行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陳智宏計畫主持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銀行, 10812 .-10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5-07-2 (平裝) NT$2000
1.銀行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高雄市鼓山區 441.441
高普考建築工程營建法規 / Wei 作 .- 四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8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5958 (平裝) NT$550
1.建築工程 2.營建法規 441.51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 / 漂亮家居編
輯部作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68 面; 25 公分 .--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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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 121) .-- ISBN 978-986-408-570-5
(平裝) NT$499
1.建築材料 441.53
綠建材解說與評估手冊 / 蔡耀賢, 林
芳銘, 陳振誠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1 .-- 148 面; 26
公分 .-- 2020 年更新版 .-- ISBN 978986-5448-55-4 (平裝) NT$200
1.建築材料 2.綠建築 441.53
雲林縣歷史建築北港地政事務所舊
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暨規劃設計
(含因應計畫)案 / 張興傑, 蔡筱君計
畫主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縣府, 10901 .-- 299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5-21-0 ( 平 裝 )
NT$10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雲林縣北港鎮 441.595
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市市長公館」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陳
柏年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中市社會局, 10812 .-- 4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4-53-5 (平裝)
NT$15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中市 441.595
管線設計與安裝 / 溫順華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806-9
(平裝) NT$480
1.配管 2.管道工程 441.618
一零六年一零七年淡江大橋雙年特
輯 : 鏖戰 / 唐鼎製作有限公司採訪編
製 .-- 初版 .-- 臺中市 : 交通部公路總
局西濱北工處, 10812 .-- 2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0-1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片) NT$500
1.橋樑工程 441.8
穿行大地 : 幸福一條通,有你們真好 /
張念中, 賴宛靖, 賴妍伃採訪編輯 .-宜蘭縣蘇澳鎮 :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
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10812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8-7
(平裝)
1.公路工程 2.人物志 3.臺灣 442.1
軌道扣件巡檢系統建置. (1/2) : 扣件
缺失辨識系統建置研究 / 謝禎冏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8-3 (平裝) NT$150
1.鐵軌 2.牢繫物 3.鐵路工程 442.52

水利產業創新發展推動及市場行銷 /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
10812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3-2 (平裝) NT$450
1.水利工程 2.產業政策 443
因應氣候變遷遙連結應用於新興治
水策略之研究. (1/2) / 國立台灣大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081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7-2 (平裝) NT$400
1.水利工程 443
離岸風電海下工程技術研發. (3/4) :
海洋雷達應用於海象觀測之探討: 觀
測研究分析 / 李政達, 林受勳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1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0-9 (平裝) NT$199
1.海下工程 2.風力發電 443
離岸風電基地母港與鄰近海域腐蝕
因子調查. (1/2) / 羅建明, 黃宇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6-3 (平裝) NT$200
1.海岸 2.海岸工程 443
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岸漂沙機制探討.
(3/4) / 衛紀淮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9-3
(平裝) NT$400
1.海岸 443
台北海岸一般性海堤功能評估及防
護基本資料調查 / 經濟部水利署第
十河川局編著 .-- 新北市 : 水利署第
十河川局, 10812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4-8 (平裝附光
碟片) NT$2000
1.海岸工程 2.堤防 3.環境監測
443.3
因應氣候變遷之海岸風險評估. (1/2)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4-1
(平裝) NT$400
1.海岸工程 2.防災工程 3.風險評估
443.3
金門海岸防護(烈嶼黃厝至南山頭段)
監 測計畫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編
著 .-- 臺東縣臺東市 : 水利署第八河
川局, 10812 .-- 3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2-9 (平裝附光碟
片)
1.海岸工程 2.環境規劃 443.3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2-8 (平裝)
1.河川工程 2.自動化 3.防洪 443.6

花蓮海床地形與海堤溯升觀測調查
研究. 108 年度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
發展基金會編著 .-- 花蓮市 : 水利署
第九河川局, 10812 .-- 2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2-84-2 (平裝
附光碟片)
1.海岸工程 2.環境監測 443.3

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先期
規劃案. (1/2) /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08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7-0 (平裝) NT$800
1.防洪 2.自動化 3.災害應變計畫
443.6

花蓮海岸調查監測計畫. 108 年 / 自
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花蓮
市 :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62 (平裝附光碟片)
1.海岸工程 2.環境監測 443.3

河川原生魚種及棲地適合度曲線調
查與資料庫建置 / 何東輯編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水 利 署 水 規 所 ,
10812 .-- 7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9-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000
1.河川工程 2.自然保育 443.6

綠島與蘭嶼地區海岸防護基本資料
補充調查(蘭嶼地區) / 國立成功大編
著 .-- 臺東市 :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1081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3-6 (平裝附光碟片)
1.海岸工程 2.環境監測 443.3
107-109 年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
安全評估專業服務計畫. (2/3) / 國立
交通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812 .-- 3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3-025-5 (平裝)
1.水庫 2.檢驗 443.6
二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
業. 108 年度 /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
著 .-- 新竹市 :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08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1-1 (平裝)
1.防洪 2.自動化 443.6
五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
業. 108 年度 / 多采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編著 .-- 嘉義縣嘉義市 : 水利署第
五河川局, 108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3-5 (平裝)
1.防洪 2.自動化 443.6
水庫有毒藻類監測及智慧辨識技術
初期研究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
10812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8-9 (平裝) NT$750
1.水庫 2.環境監測 443.6
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及急水溪
流域智慧河川建置計畫第二期 / 多
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嘉義縣
嘉義市 :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10812 .35

河口輸砂調查及砂源對沿岸供砂之
可行性評估(含利嘉溪、知本溪、太
麻里溪). (2/2)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編
著 .-- 臺東市 :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1081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4-3 (平裝)
1.河川工程 2.砂石 443.6
花蓮溪水系(10 條主次支流)河川環
境管理規劃成果報告. (1/2) / 以樂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花蓮
市 :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8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97 (平裝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443.6
花蓮溪水系(含主流及 10 條主次支
流)河川情勢調查. (3/3) / 禹安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花
蓮市 :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812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8-2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1.河川工程 443.6
基隆市管區域排水大武崙溪分洪道
工程地質調查工作 / 詹文正計畫主
持 .-- 初版 .-- 臺中市 : 水利署水規所,
10812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2-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1.河川工程 2.地質調查 3.防洪
443.6
順應河相之河川廊道範圍初步規劃
研究 / 楊佳寧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水利署水規所, 10812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0-5
(平裝) NT$500

1.河川工程 2.地理資訊系統

443.6

萬里溪水環境營造規劃. (2/2) / 怡興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花蓮市 :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812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5-9
(平裝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2.環境規劃 443.6
大型移動式抽水機檢整督導暨遠端
監控系統計畫. 108 年 /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0-9 (平裝附光
碟片) NT$800
1.防洪工程 2.抽水機 443.62
因應氣候變遷洪災韌性提升策略建
構. (1/2)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水利署, 10812 .-- 2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2-96-5 (平裝附光碟
片) NT$400
1.防洪 2.災害應變計畫 443.62
水起,引水思源 : 石門水庫建設時期
檔案故事 / 江明郎, 黃國文總編輯 .-桃園市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12 .-- 20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1-6 (精裝)
1.水庫 2.水利工程 3.歷史檔案 4.石
門水庫 443.6433
北水風華 : 從石建會到北水局 / 江明
郎, 郭耀程, 吳嘉恆總編輯 .-- 桃園
市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12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3-0 (平裝)
1.水資源管理 2.石門水庫 443.6433
石門水庫水文化初探 / 江明郎, 游進
裕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水利署
北 區 水 資 源 局 , 10812 .-- 160 面 ;
25X24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47 (精裝)
1.水利工程 2.水資源管理 3.石門水
庫 443.6433
老檔案裡的石門水庫 / 江明郎, 郭耀
程, 吳嘉恆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12 .-- 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5-4
(平裝)
1.水利工程 2.歷史檔案 3.石門水庫
443.6433
屏東平原地下水分區邊界條件之研
訂總報告 / 羅偉誠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水利署水規所, 108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88 (平裝附光碟片) NT$800
1.地下水 2.水資源保育 3.屏東縣
443.8
動態地下水管理標準整合與枯旱度
預測系統建置 總報告 / 財團法人成
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 初版 .-臺中市 : 水利署水規所, 10812 .-- 2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10 (平裝附光碟片) NT$400
1.地下水 2.水資源管理 443.8
海氣象自動化預報模擬系統作業化
校修與維運. 108 年 / 李兆芳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4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6-1 (平裝) NT$4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12 海域波浪觀測資料).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02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8-5 ( 平 裝 )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12 海域風力觀測資料).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02 .-- 3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7-8 ( 平 裝 )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12 海域海流觀測資料).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02 .-- 5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0-8 ( 平 裝 )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12 海域潮汐觀測資料).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0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9-2 ( 平 裝 )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中 雲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91 (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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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北 苗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15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北 端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22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金 門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14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花 蓮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46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宜 蘭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39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屏 東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60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馬 祖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21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高 雄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77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臺 東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53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嘉 南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684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年
報 ( 澎 湖 海 域 風 浪 潮 流 觀 測 資 料 ).
2018 年 / 蘇青和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07 (平裝) NT$100
1.海洋氣象 444.94
離岸風電區海氣象觀測與特性分析.
(3/4） / 羅冠顯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5-6
(平裝) NT$400
1.海洋氣象 2.港埠 444.94
神奇酷科學. 12, 征服天空的飛行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
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陳偉民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9-897-1 (平裝) NT$280
1.飛行器 2.飛行 3.通俗作品 447.7
iPower 生態電廠 : 萬大環境教育向
前行 / 汪靜明編著 .-- 臺北市 : 台電,
10812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032-3 (精裝)
1.發電廠 2.環境教育 448.13
再生能源小尖兵 : 迷你/微型水力發
電與重力式水輪機 / 徐千曄作 .-- 初
版 .-- 苗栗縣公館鄉 : 永續城鄉發展
文教基金會, 10812 .-- 74 面; 21 公

分 .-- (科普 ; 1) .-- ISBN 978-98691375-3-9 (平裝) NT$250
1.水力發電 448.15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5-6 (平裝)
1.積體電路 2.實驗 448.62034

電機機械 / 鮑格成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2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2-5 (平
裝)
1.電機工程 448.2

人工智能物聯網架構之遠端監控應
用技術研發 / 曾清標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812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242-1 (平裝)
1.監視系統 2.人工智慧 448.91

基本船用電機維修概念 / 李名朔, 黃
中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12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40-7 (平裝) NT$250
1.電動機 2.船舶 448.22

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108 年 / 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6-8
(平裝) NT$500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電力系統重點整理+高分題庫 / 廖翔
霖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1 .-- 5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52-6 (平裝)
1.電力系統 2.電力配送 448.3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電子構裝散熱理論與量測實驗之設
計 / 林唯耕編著 .-- 二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901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116-83-4 (平裝)
NT$830
1.電子工程 2.散熱系統 448.6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 第 2 輯 / 林宇軒
等執筆 .-- 臺北市 : 環保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 10812 .-- 27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8-02-9 ( 平 裝 )
NT$300
1.環境教育 2.文集 445.07

電子學 / 陳震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28-1
(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子學 448.6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
與全文光碟. 2019 年 / 台灣環境資源
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 桃園市 : 臺灣
環境資源永 續發展 協會 , 10812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88-1-2 (平裝附光碟片) NT$600
1.環境工程 2.環境保護 3.永續發展 4.
文集 445.07

*微電子工程專題成果發表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第十四屆 /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 10812 .-- 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358-2-4 ( 平 裝 )
NT$300
1.微電子學 2.文集 448.607
電子電路 : 控制與應用 / 葉振明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321-7 (平裝) NT$500
1.電子工程 2.電路 448.62
輕課程 : 趣味電子電路創意專題實
務含雷射切割設計 / 舒福壽, 賴鴻州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1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106-4 (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448.62
數位 IC 積木式實驗與專題製作 : 附
數位實驗模板 PCB / 盧明智編著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2 .-37

107-109 年度自來水管承裝商暨自來
水技術人員證照管理系統維護計畫.
(2/3)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9-8 (平裝) NT$500
1.給水工程 2.證照制度 445.2
自來水技術人員考驗計畫. 108 年度
/ 弘光科技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9-6
(平裝) NT$500
1.給水工程 445.2
機械化緊急淨水模組於水利防災應
用之研發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812 .-- 11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3-011-8 ( 平 裝 )
NT$500

1.水淨化 2.水資源管理 3.防洪
445.2
簡易自來水智慧管理輔導計畫. 108
年度 / 美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5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4-0 (平裝)
1.給水工程 2.水資源管理 445.2
國產環保暨生質能設備便覽. 20192020 / 楊伯耕等編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工業局, 10812 .-- 4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3-014-9 (平裝)
NT$800
1.環境工程 2.設備管理 3.手冊
445.9026
企業永續從材質開始 : 永續塑膠材
質關鍵指南 / 許祥瑞, 劉尚育編輯 .-臺北市 : 中小企業處, 10812 .-- 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05-7
(精裝)
1.環境保護 2.綠色企業 3.永續發展 4.
塑膠 445.99
環境公課 / 呂理翔等合著 ; 臺大財稅
法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59-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520
1.環境保護 2.環境教育 445.99

食 品 群 .-- ISBN 978-986-98605-3-6
(上冊:平裝)
1.食品加工 463.12
食品加工學 / 林淑瑗等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1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38-1 (平裝) NT$750
1.食品加工 463.12
世界威士忌嚴選 150 款 / 和智英樹,
高橋矩彦作 ; 謝逸傑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05-98 (平裝) NT$600
1.威士忌酒 2.品酒 463.834
金牌巧克力 : 屏東可可新故鄉 / 劉瑛
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 10812 .-- 21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4-00-6 (平裝) NT$450
1.巧克力 2.屏東縣 463.844
鶯歌陶瓷史 / 陳新上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10812 .-- 35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3-28-6 (平裝) NT$800
1.窯業 2.陶瓷 3.歷史 4.新北市鶯歌
區 464.0933

應用化學；化工

*台灣陶瓷年鑑. 2019 / 台灣陶瓷工
業同業工會編著 .-- 臺北市 : 風和文
創, 10812 .--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578-7-4 (平裝) NT$200
1.陶瓷工藝 2.年鑑 3.臺灣 464.1058

化工熱力學 / J. M. Smith 等著 ; 黃孟
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臺灣東華, 10812 .-- 7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6-9 (平裝)
1.化工熱力學 460.131

粧玩美一起 GO 觀念迷思齊解析 /
方韻淑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食藥
署, 10812 .-- 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25-5 (平裝) NT$180
1.化粧品 2.衛生教育 3.問題集
466.7022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 彭清勇等著 .-三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1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3-4 (平裝) NT$420
1.食品科學 463
食品添加物小圖鑑 / 左卷健男監修 ;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2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68 (平裝) NT$300
1.食品添加物 463.11
食品加工 / 郭文玉等編著 .-- 初版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812 .-- 386 面;
19x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儲能產業在能源轉型趨勢下的機會
與挑戰 / 王釿鋊等作 ; 陳綠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100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1910) .-- ISBN 978-986-98659-1-3 (平裝)
1.電池工業 2.能源技術 3.技術發展 4.
產業發展 468.1

製造
*Arduino 控制板實習手冊 / 饒瑞佶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大,
10812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333-8-3 (平裝) NT$25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38

mBkock&Ardulno 輕鬆學 / 張家盛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6-0 (平裝) NT$5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詳細解析 PIC16F1857/77 原理與應用
/ 洪正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0812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306-8 (平裝)
1.微電腦 2.C(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微電腦應用實習 / 張義和, 張凱杰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
10901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10-1-7 (平裝) NT$4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設計 471.516
輕課程 : Scratch(mBlock 5)玩 Arduino
基礎控制含遊戲化教學桌遊 : 使用
iPOE M5 離散式實驗模組 / 朱志明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1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122-4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電吉他電路 / Shiang-Hwua Yu 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1 .-1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91-9 (平裝)
1.電吉他 2.工藝設計 471.8
設計的品格 : 一本作品集的誕生,體
現 InDesign 的極致美學 / 邵昀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0-051-3 (平裝) NT$650
1.InDesign(電腦程式) 2.電腦排版 3.
版面設計 477.22029
織與織物 : 梭織基礎操作手冊與培
訓學員成果 / 簡玲亮, 馮瓊珠主編 .-南投縣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中心,
108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4-0 (線裝) NT$350
1.紡織 478
飛廉 : 岡田惠太造形作品集&製作過
程技法書 / 岡田惠太作 ; 楊哲群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32-4
(平裝) NT$500
1.玩具 2.模型 479.8
模型教科書 : 樹脂模型組裝及塗裝
篇 / 藤田茂敏著 ; 何姵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4-9 (平裝) NT$48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台灣稻米產業的競爭力與發展 / 翁
嘉禧, 曾憲郎, 鄭博文合著 .-- 初版 .-高雄市 : 中山大學出版社, 10901 .-3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05-0-9 (平裝) NT$350
1.糧食業 2.稻米 3.產業發展 4.臺灣
481.1
養雞時代 : 21 則你吃過雞卻不瞭解
的冷知識 / 李盈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0902 .-- 208 面; 21 公
分 .-- (生活.台灣. 自然 ; 4) .-- ISBN
978-986-294-252-9 (平裝) NT$380
1.家禽業 2.養雞 483.1
一人創業思考法 : 東京「未來食堂」
店主不藏私的成功經營法則 / 小林
世界著 ; 高彩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01-0 (平裝) NT$380
1.餐飲業 2.創業 3.職場成功法
483.8
大阪滋味 : 美食記者私藏的大阪街
區美味情報 / 江弘毅著 ; 鄭光祐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Orange travel ;
14) .-- ISBN 978-986-98234-5-6 (平裝)
1.餐廳 2.餐飲業 3.日本大阪市
483.8
出張嘴,環島去! : 吃遍各地現撈海鮮、
在地山產、特色美食,看見餐盤中的
台灣風景 /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作 .-初版 .--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 (頑樂 ;
22) .-- ISBN 978-957-8628-49-6 (平裝)
NT$380
1.餐飲業 2.飲食風俗 3.臺灣遊記
483.8
來去彰化當吃貨 : 美食攻略 / 陳永軒
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彰化市公所,
10901 .-- 152 面; 22 公分 .-- (彰化散
策 ; 1) .-- ISBN 978-986-5423-39-1 (平
裝) NT$250
1.餐飲業 2.小吃 3.彰化市 483.8
和食之心 : 菊乃井.村田吉弘的「和
食世界遺產」 / 村田吉弘著 ; 連雪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0901 .-- 192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50) .-- ISBN 978-986-98541-1-5 (平裝)
NT$380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3.日本 483.8
餐飲服務技術 / 王淑媛, 夏文媛, 林
欣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76-917-9 (下冊:平裝)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餐飲業五十條賺錢方法 : 讓你一直
賺,賺不完! / 原田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易富文化, 1090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138-8 (平
裝) NT$560
1.餐飲業管理 2.顧客關係管理
483.8
關西食素!美味蔬食餐廳 50 選 / 山崎
寬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
化 , 10901 .-- 152 面 ; 23 公 分 .-(Vegan map 蔬食旅 ; 2) .-- ISBN 978986-302-525-2 (平裝) NT$350
1.餐飲業 2.素食 3.日本關西 483.8
李家同談精密工業 : 台灣經濟發展
的關鍵因素 / 李家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2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36-6 (平裝)
NT$300
1.精密機械工業 2.產業發展 3.臺灣
484.1
ICT 產業白皮書. 下 : 人工智慧/5G/
資訊安全/電子商務. 2019 / 吳駿驊等
作 .-- 臺 北 市 : 資 策 會 產 研 所 ,
10812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83-1 (平裝)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
產業分析 484.5
ICT 產業白皮書. 上 : 資訊硬體/消費
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 2019 / 徐文華
等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812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82-4 (平裝)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
產業分析 484.5
5G 時代大未來 / 顏長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BIG ; 322) .-- ISBN 978957-13-6559-6 (平裝) NT$380
1.無線電通訊業 2.技術發展 3.產業
發展 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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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
機 / 裴有恆, 陳玟錡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9-9 (平
裝)
1.網路產業 2.產業發展 484.6
智能時代台灣 5G 推動與相關產業
發展策略建議 / 詹文男等作 ; 陳綠蔚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 274 面; 30 公分 .-- (專題報
告 ; 2019-06) .-- ISBN 978-986-982849-9 (平裝)
1.無線電通訊業 2.技術發展 3.產業
發展 484.6
憂鬱的巨人 : IBM 榮耀與無知的矛
盾年代 / 保羅.卡洛著 ; 傅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1 .-5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59-2 (平裝) NT$600
1.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2.歷史
3.電腦資訊業 484.67
當前煉油石化面臨之挑戰與因應 /
陳綠蔚, 林茂文, 林金柱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84-6-8
(平裝)
1.石油化學業 2.產業發展 486.5
翡翠鑑賞選購事典 / 戴鑄明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77-0
(平裝) NT$400
1.珠寶業 2.購物指南 486.8
出版力 : 精品出版五十講 / 聶震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0901 .-- 298 面; 23 公分 .-- (鳳凰文
庫 ; ES008) .-- ISBN 978-986-5755-942 (平裝) NT$540
1.出版業 487.7
大編時代 : 文學、出版與編輯論 / 楊
宗翰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0901 .-- 210 面; 21 公分 .-- (語
言文學類)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71-3 (平裝) NT$260
1.編輯 2.出版學 487.73
現代臺灣地區的出版文化與社會變
遷(1950-2010) / 雷碧秀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3-926-9
(平裝) NT$550

1.出版業 2.社會變遷 3.臺灣
487.7933
UNIQLO 和 ZARA 的熱銷學 / 齊藤
孝浩著 ; 林瓊華譯 .-- 修訂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2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7778-963 (平裝) NT$380
1.服飾業 2.商業管理 3.行銷策略
488.9
我與老爺酒店 / 林清波作 .-- 初版 .-臺北市 : 老爺酒店集團,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70-09 (平裝)
1.老爺酒店 2.歷史 489.2

1.電子商務 2.創業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8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0812 .-- 2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002-7-6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足跡事蹟軌跡. 九 / 心想文化作 .-初版 .-- 臺北市 : 心想文化創意,
10812 .-- 192 面; 23 公分 .-- (心享系
列叢書 ; 9) .-- ISBN 978-986-97003-82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1.會計學

495.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
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
歐欣亞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812 .-- 5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949-6 (平裝)
1.會計法規 2.稅務代理人 495.2
財務報表分析 / 賴振昌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 272 面;
26 公分 .-- 大專用書 .-- ISBN 978957-572-602-7 (平裝) NT$55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新)企業書信應用範例. 1, 商務書信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81-2 (平裝)
1.商業書信 493.6

LINE 2.0 聰明行銷升級攻略 / 權自
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049-129 (平裝) NT$34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新)企業書信應用範例. 2, 庶務書信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82-9 (平裝)
1.商業書信 493.6

市場行銷實務 200 講 : 市場行銷基
礎檢定認證教材 / 林文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1-1 (平裝)
1.行銷學 496

藏的樂趣 / 黃烱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金融家顧問, 10901 .-- 1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6100-7-0 (平
裝) NT$380
1.藝術市場 2.藝術品 3.投資 489.7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
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滿分題庫 / 林惠
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1 .-- 468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487-932-8 (平裝)
1.會計 495

商學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
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滿分題庫 / 林惠
貞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1 .-- 3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3-5 (平裝)
1.會計 495

看電影學行銷 : 從博物館驚魂夜到
KANO,17 部賣座經典,15 個擊中觀眾
心坎的銷售眉角 / 莊銘國, 陳益世,
蔡佾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1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79-2 (平裝) NT$380
1.行銷 2.通俗作品 496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 文博均等編
著 ; 呂堂榮主編 .-- 3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48-2 (平裝)
1.餐旅業 2.顧客服務 489.2
觀光餐旅業導論 / 夏文媛, 吳錦芬,
尹淑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81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3-7 (下冊:平裝)
1.餐旅業 2.餐旅管理 489.2

論國內企業社會責任 : 以傳統製造
業為責任 / 柯俊禎, 金鐵英, 謝豌燕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明大金融創
研, 10812 .-- 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97577-2-0 (平裝)
NT$122
1.企業社會學 2.企業管理 490.15
平台經濟興起對產業發展與資源使
用的影響 / 陳綠蔚, 楊浩彥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120 面; 26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1907) .-- ISBN 978-986-98659-0-6 (平裝)
1.電子商務 2.資源共享 3.產業發展
490.29
最夯網路賺錢術報你知 : 成為月入
30 萬斜槓青年 / 阿福著 .-- 初版 .-臺北市 : 書泉, 10902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80-8 (平裝)
NT$330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
術科實作秘笈 / 李秋燕編著 .-- 第六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01 .-- 4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4-2 (平裝)
1.會計 495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 歐
欣亞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01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7-3 (平裝)
1.會計學 495.1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 IFRS) /
賦誠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2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6-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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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起跑點!FB+IG+LINE 社群媒體
操作經營活用術 : 12 堂一定要懂的
聚客利基,提升精準行銷爆發力 / 鄭
苑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6-6 (平裝)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圖解超實用心理學+行銷學 / 林耀煜,
師瑞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
化, 109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40-1 (平裝) NT$598
1.行銷心理學 496.014
意義創新論 : 與其在擁擠的市場競
爭,不如開發需求,找到新的發展路線
/ 羅伯托.維甘提(Roberto Verganti)作 ;
吳振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
化實驗室,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92-0-2 ( 平 裝 )
NT$380

1.商品管理 2.產品設計 3.創意
496.1
世界品牌 100 強 : 品牌製造 / 世界品
牌研究室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3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5-5
(平裝) NT$550
1.品牌 2.品牌行銷 3.個案研究
496.14
自造成功!提升營收與所得的個人品
牌經營術 : 給專業服務提供者與中
高階主管的個人品牌書 / Hank Ch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5-3 (平裝) NT$320
1.品牌 2.行銷策略 496.14
消費者行為 / 林宜欣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 224 面; 26 公
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03-4 (平裝) NT$460
1.消費者行為 496.34
小眾,其實不小 : 中間市場陷落,專業
小眾崛起 / 詹姆斯.哈金(James Harkin)
著 ; 陳琇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早
安財經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
分 .-- (早安財經講堂 ; 90) .-- ISBN
978-986-98005-5-6 (平裝) NT$350
1.行銷策略 2.網路行銷 496.5
可複製的銷售鐵軍 : 打造最強業務
團隊的 22 條法則 / 仲崇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3 .-- 336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列 ; 44) .-ISBN 978-957-9054-52-2 ( 平 裝 )
NT$350
1.銷售管理 496.52

319) .-- ISBN 978-957-9654-66-1 (平裝)
NT$360
1.零售業 2.電子商務 3.商店管理
498.2

企業管理
(新)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1, 會計制度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6-8 (平裝)
1.企業管理 2.會計制度 494
(新)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2, 內控制度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7-5 (平裝)
1.企業管理 2.內部控制 494
(新)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3, 內稽制度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8-2 (平裝)
1.企業管理 2.內部稽核 494
人工智慧世代的管理診斷聖經 / 班
傑明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元亨利國
際, 10903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1-1-6 (精裝) NT$2000
1.企業管理 2.人工智慧 494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 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51-9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廣告學 / Sandra Moriarty 等著 ; 陳尚
永編譯 .-- 十一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15-7-2 (平裝)
1.廣告學 497

企業管理大意滿分必殺絕技 / 楊均
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1 .-- 5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50-2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門市經營實務 / 楊潔芝著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2-9
(下冊:平裝)
1.商店管理 498

迪士尼的價值行銷法則 : 活用 7 個
步驟,打造絕對吸引顧客的獲利策略
/ 嶋田亘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
現,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8-7-2 (平裝) NT$300
1.企業經營 2.行銷管理 494

實體店之死與復活 : 破產、停業......
當實體店以嶄新面貌重生,消費者能
從實體商品上買到理想生活 / 馬克.
皮爾金頓(Mark Pilkington)著 ; 林淑
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3 .-- 320 面; 23 公分 .-- (Biz ;

絕對高分!企業管理(含企業概論、
管理學) / 高芬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9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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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管理

494

絕對高分!郵政企業管理(含大意) /
高芬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01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8-0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實用管理學 / 丁志達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 10901 .-- 47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3-099-9 (平裝)
1.管理科學 494
墨子攻略 / 劉燁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9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1-7 (平裝) NT$300
1.(周)墨翟 2.學術思想 3.企業管理 4.
謀略 494
整頓的技術 : 中小企業獲利翻轉的
秘密 / 小山昇著 ; 石玉鳳譯 .-- 臺北
市 : 中衛發展中心,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系列 ; 53) .-ISBN 978-986-97602-4-9 ( 平 裝 )
NT$500
1.中小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494
豐田智慧 : 充分發揮人的力量 / 若松
義人, 近藤哲夫著 ; 林慧如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812 .-272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28) .-ISBN 978-986-97836-8-2 ( 平 裝 )
NT$340
1.企業管理 2.人力資源管理 494
10 分鐘完成每件工作 : 讓你優秀的
不是努力,而是方法 / 森川亮著 ; 邱
香凝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財經企管 ; BCB682) .-- ISBN 978986-479-882-7 (平裝) NT$380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再忙也不會出錯的完美工作執行力 /
鳥原隆志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6-1 (平裝) NT$320
1.工作效率 2.職場成功法 494.01
高速工作術 / 平野有朗作 ; 林慧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90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7932-5 (平裝)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494.01

創意,從計畫開始 : 最重要卻沒有人
會教你的工作計畫教科書 / 水野學
著 ; 林貞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1 .-- 320 面; 19 公分 .-(人生顧問叢書 ; CFI0386) .-- ISBN
978-957-13-5996-0 (平裝) NT$350
1.工作效率 2.業務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1, 總務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7-6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2, 人事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8-3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3, 財會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9-0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4, 銷售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0-6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5, 工廠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1-3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新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6, 旅館管理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2-0 (平裝)
1.企業法規 494.023
百萬創業夢 在地原鄉心 夢想的執行
者 :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輔
導精實創業成果專刊.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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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073 (平裝)

1.創業 2.臺灣原住民 3.個案研究
494.1

1.企業經營 2.管理數學 3.思考
494.1

阿瑟台灣創業驚魂記 / 柯約瑟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064-3 (平裝) NT$300
1.柯約瑟 2.企業家 3.創業 494.1

贏家不外傳的成功之道 : 向 20 位成
功者取經 / 陳宗岷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俠義國際, 108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62-0-1
(平裝) NT$480
1.創業 2.企業家 3.職場成功法
494.1

看見夢想的力量 : 25 個創業故事 /
施貞仰總編輯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 10812 .-- 17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16-6 (平裝)
1.創業 2.個案研究 494.1
高勝率創新 / 薩菲.巴考(Safi Bahcall)
著 ; 胡宗香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2 .-- 41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391) .-- ISBN 978-986398-503-7 (平裝) NT$600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3.職場成
功法 494.1
斜槓人生大未來 : 從專業到跨界，
全世界都在學的創業與就業的新觀
念 / 車姵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46-5 ( 平 裝 )
NT$30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登陸 / 范姜鋒, 劉信愔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 10812 .-- 192 面;
21 公 分 .-- ( 商 訊 叢 書 系 列 ;
YS00936) .-- ISBN 978-986-5812-87-4
(精裝) NT$28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3.中國 494.1
策略管理 / 閻瑞彥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視, 10902 .-- 352 面; 26 公
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598-3 (平裝) NT$550
1.策略管理 494.1
跨界戰略 : 讓企業多活一百年的經
營策略 / 程新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我識,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660-1-9 ( 平 裝 )
NT$299
1.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旅館業管
理 494.1
寫給上班族的數字力思考法 / 深澤
真太郎著 ; 陳美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2 .-- 264 面; 21 公分 .-(ideaman ; 114) .-- ISBN 978-986-477189-9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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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引導問話術,主管自己累成渣 :
三明治主管必學 88 個「暗示提問技
術」,95%部屬主動把事做到不操心!
/ 新岡優子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53-5
(平裝) NT$35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3.說話藝術
494.2
史丹佛式最高領導力 : 驅動自己也
激勵別人的人心科學 / 史蒂芬.摩菲.
重松(Stephen Murphy Shigematsu)著 ;
林佳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4-354-9 (平裝)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員工打混,都是你管太多! / 飯野謙次
著 ;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9-2 (平裝) NT$35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溝通技巧
494.2
狼道超強團隊 / 龍靖文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3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40-5-4 (平裝)
1.組織管理 2.團隊精神 494.2
狼道管理思維 / 汪峻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40-47 (平裝)
1.組織管理 2.團隊精神 494.2
從 A 到 A+ : 企業從優秀到卓越的奧
祕 / 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著 ; 齊
若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400 面; 21 公分 .-- (實戰智
慧館 ; 474) .-- ISBN 978-957-32-87032 (平裝) NT$380
1.企業管理 2.組織再造 3.決策管理
494.2

超好懂商業入門 組織變革 / 中村和
彦著 ; 松尾陽子漫畫 ; 曾瀞玉,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3-0 (平裝)
1.組織變遷 2.組織管理 3.策略規劃
494.2

抗壓韌性 : 世界菁英的成功秘密,人
人都可鍛鍊的強勢復原力 / 久世浩
司著 ; 賈耀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0-7-3 (平裝) NT$40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新手女主管帶心管理術 / 小川由佳
著 ; 江卉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八
方出版,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81-213-5 ( 平 裝 )
NT$320
1.企業領導 2.管理者 3.女性 494.2

熱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學 / 瑪格麗特.
羅賓絲婷(Margaret Lobenstine)著 ; 劉
怡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2 .-- 320 面; 20 公分 .-- (Smile ;
81) .-- ISBN 978-986-5406-49-3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生涯規劃 3.職業輔
導 494.35

當西方遇到東方 : 隨著大師們的足
跡，穿越組織學習的盲點 / 張聿超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8-939-6 (平裝) NT$300
1.企業組織 2.組織管理 494.2
團隊共榮共贏的領導哲學 : 讓人才
源頭、價值觀建立發輝多乘效應的
舉措與練習: 新加坡第一支 IDA 百
人團隊的成功祕密 / 葉舜仁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保 銷 國 際 文 化 ,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財務顧
問叢書 ; 100) .-- ISBN 978-986-582654-3 (平裝) NT$34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價值再造 : 企業轉型進化藍圖 / 華才
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安大斅出
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3-1-1
(平裝) NT$5000
1.企業再造 2.組織管理 494.2
人力資源管理 / 魏郁禎, 黃櫻美著 .-二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2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478-0-5 (平裝)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一人公司起步的思維與挑戰 / 保羅.
賈維斯(Paul Jarvis)作 ; 劉奕吟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056 (平裝) NT$30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加薪申請書 / 哈羅德作 .-- 三版 .-- 臺
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成功講座 ; 355) .-- ISBN
978-986-392-301-5 (平裝) NT$2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上做人很累,不會做人更累 : 運
用「Workship」避開衝突、建立信
任的關係掃雷術 / 珍.葉格(Jan Yager)
作 ; 辛亞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8-5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讓老闆「不能沒有你」的 36 種必勝
法則 / 馬利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維他命文化, 10902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031-5-1 (平裝)
NT$2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新)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1, 總務人事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3-8 (平裝)
1.事務管理 2.人事管理 494.4
(新)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2, 財會銷售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4-5 (平裝)
1.事務管理 2.財務會計 494.4
(新)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3, 工廠品質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5-2 (平裝)
1.事務管理 2.工廠管理 494.4
(新)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4, 旅館餐廳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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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66-9 (平裝)
1.事務管理 2.餐旅管理 494.4
精準寫作 : 寫作力就是思考力!精鍊
思考的 20 堂課,專題報告、簡報資
料、企劃、文案都能精準表達 / 洪
震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737 (平裝) NT$350
1.文書管理 2.思考 3.寫作法 494.45
解析作業管理 / 傅和彥, 葉子明, 白
凢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1 .-- 328 面; 24 公分 .-- (圖像學
習系列) .-- ISBN 978-986-98227-1-8
(平裝)
1.作業管理 494.5
(新)ISO 9001 應用範例, 品質系統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冊 .-- ISBN 978-957-0437-73-7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57-0437-74-4 (中
冊:平裝) .-- ISBN 978-957-0437-75-1
(下冊:平裝)
1.品質管理 2.標準 494.56
預先防範型 QC STORY : 未來的風
險可以預防 / 中條武志著 ; 簡茂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衛發展中心,
10901 .-- 128 面; 21 公分 .-- (QCC 實
戰系列 ; 20) .-- ISBN 978-986-976023-2 (平裝) NT$400
1.品質管理 494.56
8 秒黃金簡報術 : 分心世界的溝通祕
訣 / 保羅.海爾曼(Paul Hellman)著 ; 林
錦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工作生活 ; BWL077) .-- ISBN 978986-479-884-1 (平裝) NT$350
1.簡報 494.6
打造超吸睛簡報的 100 個訣竅 : 提
案成功的法則! / 吉藤智廣, 澀谷雄
大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8-6 (平裝)
1.簡報 494.6
風險危害評估 :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
庫解析 / 劉永宏, 陳毓軒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2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1-1 (平裝)
1.風險管理 494.6

*研究所講重點(管理資訊系統考前
衝刺 30 天) / 丁祺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1 .-- 2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3-5 (平
裝) NT$300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科學教育 : 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郭
重吉博士教育文選 / 郭重吉作 .-- 初
版 .-- 彰化市 : 彰師大, 10901 .-- 630
面; 23 公分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
育文選 ; 5) .-- ISBN 978-986-98490-12 (平裝) NT$1000
1.教育 2.文集 520.7

教甄萬用心法 / 吳明亮著 .-- 初版 .-臺北市 : 小兵, 10901 .-- 160 面; 21 公
分 .-- (亮師的魔法加油站 ; 1) .-ISBN 978-957-9047-52-4 ( 平 裝 )
NT$350
1.教師遴選與任用 2.考試指南
522.1

社會科學類

習近平關於教育的重要論述 / 中國
教育部課題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社會館 ; ES009) .-- ISBN 978-9865755-96-6 (平裝) NT$450
1.教育 2.中國大陸研究 520.9208

名師就是要出高徒 : 實習輔導案例
集 / 趙曉美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 10812 .-- 136 面; 30 公分 .-(地方教育輔導叢書) .-- ISBN 978986-5412-47-0 (平裝)
1.教育實習 2.實習教師 3.個案研究
522.633

總論
研究方法 : 社會科學與生醫方法論 /
張紹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0-4 (平裝) NT$780
1.社會科學 2.研究方法 3.統計分析
501.2
當茶葉蛋遇到邊際效應 : 10 分鐘快
懂社會科學 / 劉炯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LEARN 系列 ; 48) .-- ISBN
978-957-13-7086-6 (平裝) NT$340
1.社會科學 2.文集 507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人文暨
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專輯. 第十
四輯 / 吳美萩, 區桂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一女中, 10812 .-- 52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48-7
(平裝)
1.社會科學 2.人文學 3.文集 507

統計
東大教授十小時教會你大學四年的
統計學 / 倉田博史著 ; 李其融譯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博雅科普 ; 28) .-ISBN 978-957-763-803-8 ( 平 裝 )
NT$350
1.統計學 510

明日教育的曙光 : 八個教育創業家
的熱血故事 / 吳思華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97-4 (平裝)
NT$380
1.教學法 2.創意 3.個案研究 521.4
素養導向的教學實務 : 教師共備觀
議課的深度對話 / 劉世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97-0
(平裝) NT$320
1.教學研究 2.教學法 521.4
教師教學方法與效能的第一本書 /
林進財, 林香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808-3 ( 平 裝 )
NT$350
1.教學法 521.4
教學原理與實務 / 張清濱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2-0
(平裝) NT$600
1.教學理論 2.教學設計 3.教學法
521.4

教育

*最簡單入門教育工學研究的方法. I
/ 梁榮進等撰文 ; 許天維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許天維, 10812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73 (平裝) NT$300
1.教育工學 2.教學科技 521.53

治療教育課程 / 魯道夫.施泰納
(Rudolf Steiner)[作] ; 胡慧芬翻譯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人智學教
育基金會, 10812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542-8-2 (精裝)
1.教育 2.文集 520.7

AI 思維與易經智慧綜合案例說明 /
施純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通契範
文教, 10901 .-- 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0568-6-1 ( 平 裝 )
NT$240
1.易經 2.數位學習 3.遊戲教學
52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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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田競的腦科學遊戲 / 久保田競
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03-19-2 (精裝) NT$350
1.兒童遊戲 2.益智遊戲 523.13
樂 高 小 創 客 . 2, 打 造 連 環 機
關,STEAM 再升級! / KLUTZ 編輯團
隊作 ; 魏嘉儀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水滴文化, 10901 .-- 78 面; 26 公
分 .-- (益智滴 ; 10) .-- ISBN 978-9579529-41-9 (平裝) NT$780
1.玩具 2.機械設計 3.兒童遊戲
523.15
我的日常生活 : 我是小偵探。用手
機裏的手電筒來找答案 / 巧智創意
研發部編著 ; 趙夢嬌繪圖 .-- 初版 .-新北市 : 巧智創意, 109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92-4-2
(平裝) NT$250
1.學前教育 2.遊戲教學 523.23
臺北 幼教 溫度 / 財團法人臺北市幼
兒教育協會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812 .-- 256 面; 23 公
分 .-- (育文教 ; 27) .-- ISBN 978-98698282-6-0 (平裝)
1.幼兒教育 2.幼稚園 3.臺北市
523.2933
寬札與我 : 一位老師的故事 / 維薇安.
嘉辛.裴利(Vivian Gussin Paley)著 ; 黃
又青譯 .-- 臺北市 : 毛毛蟲基金會,
10812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886-55-1 (平裝)
1.學前教育 2.少數民族 3.多元文化
教育 4.師生關係 5.美國 523.2952
教師行動研究專書. 107 學年度 : 熱
情、專業、實踐 / 張心怡主編 .-- 臺

北市 : 北市興德國小, 1081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609 (平裝)
1.小學教學 2.教學研究 3.文集
523.307
探究學習應用於讀寫教學之行動研
究 / 林盈均, 鄭素芬, 許東閔研究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教研中心,
10812 .-- 68 面; 30 公分 .-- (教育專題
研究 ; 202) .-- ISBN 978-986-5412-500 (平裝)
1.閱讀指導 2.書寫能力 3.小學教學
523.31
兒歌識字穩基礎 : 泰姬瑪哈陵篇 / 李
光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2 .-- 160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
文堡) .-- ISBN 978-986-5513-07-8 (平
裝) NT$300
1.漢語教學 2.識字教育 3.兒歌 4.小
學教學 523.311
這樣認字超有趣 / 幼福編輯部編 ; 張
睿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2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1-4 (精裝)
1.語文教學 2.識字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11
寮下大埔音唸謠 / 徐登志總編輯 .-臺中市 : 中市東勢國小, 108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5-97349 (平裝)
1.客語 2.諺語 3.鄉土教學 4.小學教
學 523.317
國際兒童英檢進階單字書 / 吳詩綺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際溝通管理
顧問, 10901 .-- 10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7904-1-3 (第 1 冊:平裝
附光碟片) NT$35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哆啦 A 夢數學百寶袋. 3, 分數計算
技巧 / 藤子.F.不二雄原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1 .-- 192 面;
25 公分 .-- (Math Doraemon ; 3) .-ISBN 978-957-658-295-0 ( 平 裝 )
NT$38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哆啦 A 夢數學百寶袋. 4, 小數計算
技巧 / 藤子.F.不二雄原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1 .-- 192 面;
25 公分 .-- (Math Doraemon ; 4) .--

ISBN 978-957-658-296-7 ( 平 裝 )
NT$38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低年級生命教育行動研究 : 以
生命關懷為軸之創新教學 / 曾麗美,
蔡騏卉, 胡靜怡研究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教研中心, 10812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1-7
(平裝)
1.生命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5
*水土保持環境教育教學活動手冊.
2 : 玩桌遊、讀繪本、看影片,培養水
保素養 / 吳昌儒等作 .-- 南投市 : 農
委會水保局, 10812 .-- 1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0-45-9 (平裝)
NT$200
1.環境教育 2.水土保持 3.中小學教
育 523.36
探究與實作 : 科學遊戲導向 / 許良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24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1-3 (平裝) NT$350
1.科學教育 2.遊戲教學 3.科學實驗 4.
中小學教育 523.36
學校小田園 : 大安臥龍自然生態園
區 / 黃志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黃
志成, 10901 .-- 220 面; 26 公分 .-- (學
校 教 育 系 列 ) .-- ISBN 978-957-437371-0 (平裝)
1.自然科 2.小學教學 523.36
彰化縣防災教育繪本比賽得獎成果
專輯. 108 年度 / 李慶齡總編輯 .-- 初
版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1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77 (平裝)
1.防災教育 2.繪本 3.中小學教育
523.39
幸福家庭的鎖鑰 : 臺中市家庭教育
課程設計彙編(合輯) / 王金村等執行
編輯 .-- 第 1 版 .-- 臺中市 : 中市府,
10812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6-7 (平裝)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45
我是心情魔法師. 下冊, 小學生最佳
社交情緒基礎課程 / 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
教, 10902 .-- 140 面; 30 公分 .-- (EQ
魔法學校 ; 第 2 集) .-- ISBN 978-98696832-1-0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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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緒教育 2.小學課程

523.49

陝耀 90 載 西蘊世代情 : 彰化縣秀水
鄉陝西國民小學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
王建智總編輯 .-- 彰化縣秀水鄉 : 彰
化縣陝西國小, 108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5-3 (精
裝)
1.彰化縣秀水鄉陝西國民小學
523.833/121
丘成桐中學數學獎. 2019 第十一屆 /
崔茂培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數學系, 10902 .-- 140 面; 25 公分 .- (臺大數學推廣系列 ; 11) .-- ISBN
978-986-5452-13-1 (平裝) NT$25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3.文集
524.32
真希望國中數學這樣教 : 暢銷二十
萬冊!跟著東大教授學,6 天搞懂三年
數學關鍵原理,解題力大提升! / 西成
活裕, 鄉和貴作 ; 林倩伃譯 .-- 新北
市 : 美藝學苑, 10902 .-- 264 面; 21 公
分 .-- (知識家 ; 10) .-- ISBN 978-9866220-33-3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歷史思考大未來 : 勾勒歷史教學的
藍圖 / Sam Wineburg 著 ; 蔡慈淑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360 面; 24 公分 .-- (歷史新視界) .-ISBN 978-957-14-6773-3 (平裝)
1.歷史教育 2.教學法 3.中等教育
524.34
ETIE@3A :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t 3A technology
training center / 曾慶良, 張炯心執行
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永春高中,
1090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5-5 (平裝)
1.科學教育 2.能源教育 3.中等教育
524.36
國 中理化一 點都不 難 / 陳大為等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17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763-807-6 (平裝) NT$300
1.物理化學 2.中等教育 524.3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展演實
務 / 李其昌, 張雯貞, 劉琬琳著 .-- 臺
北市 : 師大, 10811 .-- 1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3-09-1 (平裝)
1.藝術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實習科目 : 音
樂展演實務. 第一冊 / 陳曉雰等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811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3-10-7 (平裝)
1.音樂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71
30 天贏戰國中英語新克漏字 / Owain
Mckimm 等著 ; 劉嘉珮譯 .-- 初版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882-7
(平裝)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 主題式速
記學測指考高頻單字 / 江正文著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880-3 (20K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臺中市 : 臺中文華高中, 108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74 (精裝)
1.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2.文
集 524.833/115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00 週年校
慶特刊 / 黃煌智, 谷湘琴主編 .-- 彰
化縣彰化市 : 彰化女中, 10812 .-- 5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60 (精裝) NT$500
1.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2.文集
524.833/121
合作學習與三創教育之教學成果 :
以「行銷研究」課程為例 / 熊東亮
作 .-- 新北市 : 熊東亮, 10812 .-- 5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1-3
(平裝)
1.高等教育 2.合作學習 3.課程規劃
設計 4.行銷學 525.3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3 / 陳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0901 .- 128 面; 26 公分 .-- (學生自修用書 ;
SB603) .-- 108 課綱 .-- ISBN 978-98698577-0-3 (平裝) NT$219
1.英語教學 2.語法 3.中等教育
524.38

運用合作學習創造感動力 : 以社區
衛生護理學課程為例 / 李慧貞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1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11154-8 (平裝) NT$350
1.合作學習 2.教學法 3.社區衛生護
理 4.高等教育 525.3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4 / 陳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0901 .- 116 面; 26 公分 .-- (學生自修用書 ;
SB604) .-- 108 課綱 .-- ISBN 978-98698577-1-0 (平裝) NT$219
1.英語教學 2.語法 3.中等教育
524.38

「生命教育」大學課程教案手冊 /
王志堅等作 ; 張瑞芳專案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博雅教育中
心, 108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58-4-8 (平裝) NT$320
1.通識課程 2.生命教育 3.高等教育
525.33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5 / 陳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0901 .- 116 面; 26 公分 .-- (學生自修用書 ;
SB605) .-- 108 課綱 .-- ISBN 978-98698577-2-7 (平裝) NT$219
1.英語教學 2.語法 3.中等教育
524.38

城市美學. 2019 : 美的進行市學術研
討暨研習會論文集 / 趙若喬等作 ; 鄭
任汶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城
市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812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61-01 (平裝) NT$250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無畏的領導,堅定的愛 : 一位美國高
中校長翻轉教育的成功故事 / 琳達.
克萊特-威曼(Linda Cliatt-Wayman)著 ;
侯秋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大眾心
理館 ; A3360) .-- ISBN 978-957-328716-2 (平裝) NT$350
1.校長 2.領導 3.中等教育 4.學校管
理 524.68
三十而立.立己利人 : 文華高中 30 週
年校慶特刊 / 賴金時, 高嘉宏主編 .--

核 心素養的 課程與教 學 / 蔡清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3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96-3 (平裝) NT$480
1.核心課程 2.課程規劃設計 525.34
串 : 政治大學行動學術的實踐 / 國立
政治大學社會實踐辦公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
大發行, 10812 .-- 205 面; 23 公分 .--

46

ISBN 978-986-98555-7-0 ( 平 裝 )
NT$500
1.高等教育 2.社會服務 525.39
兼顧大學社會責任的企業倫理教學
與社會實踐 / 楊泰和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812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21-2
(平裝) NT$580
1.高等教育 2.商業倫理 3.課程
525.39
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教學法之實
踐與成效 / 邱筱琪編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松根, 10901 .-- 1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122-3-8 (平裝)
1.通識課程 2.高等教育 525.39
*淡江大學教學領航與傳承. 2019 /
鄭東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
教發組, 10812 .-- 170 面; 20 公分 .-(教學叢書 ; T004) .-- ISBN 978-9578736-42-9 (平裝) NT$200
1.大學教師 2.優良教師 3.高等教育
525.5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3 / 臺大
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 谷玲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
版 : 臺大發行, 10901 .-- 212 面; 21 公
分 .-- (Taida 臺大系列) .-- ISBN 978986-350-377-4 (平裝) NT$360
1.大學教師 2.優良教師 3.高等教育 4.
教學法 525.5
致理科技大學社會責任績效報告書.
2019 / 謝金賢總編輯 .-- 新北市 : 致
理科大, 10812 .-- 5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332-1-9 (平裝)
1.致理科技大學 2.學校管理 3.學校
行政 525.6
徜徉阿勃勒的天空 : 和專責導師憶
起走過 / 林玫君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師大出版中心, 10812 .-- 120
面; 24 公分 .-- (學務叢書 ; 6) .-- ISBN
978-986-5624-61-3 (平裝) NT$250
1.高等教育 2.導師 3.教育輔導
525.638
大學諮商中心的新變化與新挑戰 /
陳若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41-0 (平裝) NT$500
1.學校輔導 2.心理諮商 3.高等教育
525.64
通往心的鑰匙 : 臺大優良導師的故
事. 7 / 王貞懿等採訪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c 臺大學務處生輔組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09-4 (平裝)
1.國立臺灣大學 2.師生關係 3.文集
525.833
臺北帝國大學與近代臺灣學術的奠
定 / 歐素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
大出版中心, 10902 .-- 37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624-59-0 (平裝)
1.臺北帝國大學 2.學術研究 3.臺灣
研究 525.833/101
青春正盛憶中興 : 興大百年社團紀
事 / 祁立峰編修 .-- 臺中市 : 興大,
10812 .-- 152 面; 26 公分 .-- (興大校
史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86661-3 (平裝) NT$300
1.國立中興大學 2.學生社團 3.歷史
525.833/115
興大百年風華錄 : 行政單位和校級
中心篇 / 游博清編纂 .-- 初版 .-- 臺中
市 : 興大, 10812 .-- 352 面; 26 公分 .-(興大校史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8666-2-0 (平裝) NT$300
1.國立中興大學 2.學校行政
525.833/115
興大百年風華錄 : 校院系所篇 / 李毓
嵐, 李偉呈編纂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812 .-- 216 面; 26 公分 .-- (興
大校史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8666-3-7 (平裝) NT$550
1.國立中興大學 2.學校行政
525.833/115
興光恆燁 : 興大百年菁英再回眸 / 解
昆樺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812 .-- 200 面; 26 公分 .-- (興大校
史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86660-6 (平裝) NT$350
1.國立中興大學 2.校友會
525.833/115
興動時刻 : 興大百年校史圖說 / 蔡宗
憲, 蘇全正撰 .-- 初版 .-- 臺中市 : 興
大, 10812 .-- 292 面; 26 公分 .-- (興大
校 史 系 列 叢 書 ) .-- ISBN 978-98698378-9-7 (平裝) NT$450
1.國立中興大學 2.歷史
525.833/115
*大葉校史 / 侯雪娟總編輯 .-- 彰化
縣大村鄉 : 大葉大學, 10812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507-58 (精裝)
1.大葉大學 2.歷史 525.833/121

教育領導的新議題 / 張芳全等著 ; 林
新發,朱子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1 .-- 392 面; 23 公分 .-- (高
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257-8 (平裝) NT$450
1.教育行政 2.領導理論 3.教育管理
學 526.4
學校是誰發明的?還有其他你超想解
密 的 問 題 / 休 荷 . 史 密 斯 (Shoham
Smith)文 ; 愛娜.薩伐提(Einat Tsarfati)
圖 ; 周怡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80
面; 27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986-5503-22-2 (精裝) NT$350
1.學校 2.歷史 3.繪本 527
教師協作 : 教學輔導案例輯. 第二集
/ 賴光真, 張民杰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813-7 (第 2 冊:平裝)
NT$290
1.教學輔導 2.個案研究 527.4
發展與適性輔導概論 / 吳明隆, 蘇素
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798-7 (平裝) NT$600
1.教育輔導 2.班級經營 527.4
「對不起哦我不是好媽媽」今後妳
不必再這麼想了 / 福田友花著 ; 黃詩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Happy
family ; 79) .-- ISBN 978-986-136-5398 (平裝)
1.家庭教育 2.母親 3.育兒 528.2
因為是爸媽,你值得輕鬆快樂每一天 :
不需要多做什麼,只要改變觀念和方
法 / K.J. 戴 爾 安 東 尼 亞 (K.J.
Dell'Antonia)著 ; 沈聿德譯 .-- 初版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Education ; 6) .-- ISBN
978-986-5505-10-3 (平裝)
1.親職教育 2.父母 3.親子關係
528.2
男孩一個人也可以獨立完成的「收
納整理術」 / 中村佳子著 ; 思謐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 (高 EQ 父
母 ; 77) .-- ISBN 978-986-248-861-4
(平裝) NT$320
1.家庭教育 2.子女教育 3.家庭佈置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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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對孩子說的 44 句話 : 檢視父母最
常見的地雷語,幫助 2-8 歲孩子管理
情緒、建立自尊與安全感 / 娜塔莎.
笛里(Natacha Deery)作 ; 陳文怡譯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漫遊
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93-2-7 (平裝) NT$230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3.情緒教育
528.2
青春期父母求生指南 / 尹多玉著 ; 梁
如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8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2-2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青春期
528.2
控制狂媽媽 / 嚴立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玩藝 ; 89) .-- ISBN 978-95713-6455-1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猶太媽媽給孩子的 3 把金鑰匙 : 生
存力、意志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
沙拉.伊麥斯(Sara Imas)作 .-- 二版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1 .-- 304 面; 23 公分 .-- (野人
家 ; 4137) .-- ISBN 978-986-384-413-6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3.親子關係
528.2
數位世代螢幕求生指南 / 黛沃拉.海
特納(Devorah Heitner)著 ; 林金源譯 .- 一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1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757-5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兒童教育 3.數位產品 4.
網路倫理 528.2
嘴殘媽媽的逆轉說話術 : 70 萬家長
一致推薦!用對說話方式,培養出高適
應力的未來人才 / 吳秀香作 ; 杜佩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452-6 (平裝) NT$399
1.親職教育 2.說話藝術 3.親子溝通
528.2
繪本裡的千言萬語 : 30 個故事,30 封
給孩子的成長情書 / 李貞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1 .-208 面; 21 公分 .-- (高 EQ 父母 ;

76) .-- ISBN 978-986-248-856-0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臺灣公民科技素養概況. 2018 年 / 林
煥祥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
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 10812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14-85-4 (平裝) NT$450
1.公民教育 2.科技素養 3.抽樣調查
528.3
50+ 心腦方成式 : 給高齡者的創意方
案二部曲 / 林麗惠主編 .-- 嘉義縣民
雄鄉 :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10812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38-1-2 (平裝) NT$200
1.老人教育 2.失智症 3.教學方案
528.433
心靈學校. 8, 這就是喜歡的感覺嗎? /
李允姬作.繪 ; 牟仁慧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1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29-606-6 ( 平 裝 )
NT$280
1.德育 2.品格 3.漫畫 528.5
運動科學概論 / 林正常等合著 .-- 三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1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39-8 (平裝) NT$380
1.運動 528.9
運動營養完全指南 / Anita Bean 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510-8
(平裝) NT$950
1.運動營養學 528.9013
籃球完全稱霸 / 佐古賢一著 ; 陳禹昕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901 .-- 176 面; 21 公分 .-- (運動達
人 ; 1) .-- ISBN 978-957-686-787-3 (平
裝) NT$260
1.籃球 528.952
華興棒球 50 年 / 吳清和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192 面; 21 公分 .-- (時報悅讀 ; 31) .-ISBN 978-957-13-5690-7 ( 平 裝 )
NT$280
1.棒球 2.歷史 3.臺灣 528.9550933
華岳心意 : 六合八法拳 / 張長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2 .-- 299
面; 21 公分 .-- (形意大成拳系列 ;
11) .-- ISBN 978-986-346-281-1 (平裝)
NT$350

1.拳術 2.中國

528.97

少林秘功十二勢 / 許禹生原著 ; 三武
組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2 .-- 2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6-284-2 (平裝)
1.拳術 2.中國 528.972
巧遇見太極 / 于祿雲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410-3-0 ( 平 裝 )
NT$350
1.太極拳 528.972
行拳山水<<祈福臺灣>>. 二 / 于蘇英
主編 .-- 臺北市 : 元門太極學苑,
10812 .-- 27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3017-1-8 (平裝) NT$490
1.太極拳 528.972
簡易有效養生功法 : 三分鐘護一身 /
詹德勝作 .-- 臺北市 : 澈見國際資訊,
1090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41-0-7 (平裝) NT$350
1.太極拳 2.健康法 528.972
東京奧運 634 / 劉善群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61) .-- ISBN
978-957-13-6698-2 (平裝) NT$350
1.奧林匹克運動會 2.日本東京都
528.9822
新北市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107 學年
度 / 張明文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教育局, 10812 .-- 1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37-8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育統計 3.新北市
529.028
英國進行式 : 行動派媽媽與 5 歲孩
子 留學英國 的瘋狂冒 險 / 蔡文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2 .-- 3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12-1 (平裝) NT$300
1.留學生 2.學生生活 3.英國
529.2641
宜蘭縣原住民學校推展泰雅傳統舞
蹈現況 / 卓敏福(Watali)著作 .-- 初
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縣原住民文
教促進會, 10812 .-- 88 面; 26 公分 .-108 年度宜蘭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傳 統 文 化 教 材 .-- ISBN 978-98697011-5-0 (平裝) NT$600
1.臺灣原住民 2.原住民教育 3.民族
舞蹈 4.泰雅族 529.47
臺 灣原住民 族教育發 展 / 周惠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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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812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3-4 (平裝) NT$320
1.臺灣原住民 2.原住民教育 3.教育
發展 529.47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107 學年度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 第 1 版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2 .-3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5-06-6 (平裝附光碟片) NT$550
1.臺灣原住民 2.原住民教育 3.教育
統計 529.47028
「心」路與「新」路 : 十二位大專
資源教室輔導員翻轉「礙」的故事 /
蔡明富等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
師大特教中心, 10812 .-- 177 面; 30
公分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中心特殊教育叢書) .-- ISBN 978986-98517-4-9 (平裝) NT$400
1.特殊教育 2.高等教育 3.資源教室
529.5
幼兒情緒行為量表指導手冊 / 蔡昆
瀛編製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出版 ; 臺北市 : 師
大特教中心發行,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43-3 (平
裝)
1.特殊教育 2.教育評量 3.學前教育
529.5
嬰幼兒社會適應發展量表指導手冊 /
蔡昆瀛編製 .-- 初版 .-- [臺中市] : 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出版 ; 臺北
市 : 師大特教中心發行,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426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育評量 3.學前教育
529.5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之生態活動課
程 」教學設 計彙編 / 林敏記等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教育局,
10812 .-- 555 面; 29 公分 .-- (臺南市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材研發) .-- ISBN
978-986-5415-56-3 (平裝)
1.特殊教育 2.生態教育 3.教學活動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9.53
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教育與服務 /
林素貞, 趙本強, 黃秋霞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1 .-- 280 面;
23 公分 .-- (特殊教育系列 ; 63160) .-ISBN 978-986-191-896-9 ( 平 裝 )
NT$320

1.身心障礙教育 2.生涯規劃 3.教材 4.
中等教育 529.54
國中小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活動 :
科學探究取向 / 蔡明富等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教育局, 10811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30-0 (平裝)
1.特殊教育 2.科學教育 3.教學活動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9.54
特殊教育跨領域學術論文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吳淑敏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大特教中心, 10812 .-- 120 面; 30
公分 .-- (特殊教育叢書 ; 136) .-ISBN 978-986-5412-45-6 ( 平 裝 )
NT$220
1.特殊教育 2.文集 529.607
王永彰的國考聖經 / 王永彰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7-2 (平裝)
1.國家考試 2.讀書法 3.學習方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天朝大慶 : 皇清盛典 / 陳熙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史語所,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歷史文
物陳列館叢書 ; 11) .-- ISBN 978-9865432-29-4 (平裝) NT$600
1.通禮 2.清代 532.5
品味的法則.餐桌禮儀. 日式篇 / 陳弘
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61) .-- ISBN 978-986-443-963-8
(平裝) NT$399
1.餐飲禮儀 2.社交禮儀 532.82
品味的法則.餐桌禮儀. 西式篇 / 陳弘
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812 .-- 240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62) .-- ISBN 978-986-443-964-5
(平裝) NT$399
1.餐飲禮儀 2.社交禮儀 532.82
為何建制民族誌如此強大?解碼日常
生活的權力遊戲 / 王增勇, 梁莉芳主
編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1 .-608 面; 21 公分 .-- (RM 研究法叢書 ;
8) .-- ISBN 978-986-97474-5-5 (平裝)
NT$600
1.民族志 2.研究方法 3.社會科學
536.031

大原風情 : 鹿野鄉.瑞源、瑞隆、瑞
豐、瑞和 / 黃學堂主撰 .-- 初版 .-- 苗
栗縣銅鑼鄉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0902 .-- 312 面; 24 公分 .-- (客庄聚
落村史) .-- ISBN 978-986-5434-08-3
(平裝) NT$350
1.客家 2.聚落 3.歷史 4.臺東縣鹿野
鄉 536.211
圳水生穗 : 豐原區.翁仔社 / 蔡金鼎,
朱書漢作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0902 .-- 224 面; 24
公分 .-- (客庄聚落村史) .-- ISBN 978986-5434-11-3 (平裝) NT$350
1.客家 2.聚落 3.歷史 4.臺中市豐原
區 536.211
東片山下 : 池上鄉.新開園 / 劉亮佑
主撰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委
會客發中心, 10902 .-- 224 面; 24 公
分 .-- (客庄聚落村史) .-- ISBN 978986-5434-09-0 (平裝) NT$350
1.客家 2.聚落 3.歷史 4.臺東縣池上
鄉 536.211
物換星移 樂居鎮 : 碩果僅存的美國
客家華人農村華埠 / 陳靜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24-0-0
(平裝) NT$420
1.客家 2.移民史 3.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 536.211
來寮客庄 : 東勢區.大茅埔 / 陳俐文,
蔡佩如著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0902 .-- 234 面; 24
公分 .-- (客庄聚落村史) .-- ISBN 978986-5434-07-6 (平裝) NT$350
1.客家 2.聚落 3.歷史 4.臺中市東勢
區 536.211
泉湧豐饒 : 關山鎮.水井仔 / 林慧珍
主撰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委
會客發中心, 10902 .-- 272 面; 24 公
分 .-- (客庄聚落村史) .-- ISBN 978986-5434-10-6 (平裝) NT$350
1.客家 2.聚落 3.歷史 4.臺東縣關山
鎮 536.211
客家文化風情 / 劉祿德著 .-- 壹版 .-屏東縣麟洛鄉 : 劉祿德, 108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62 (平裝) NT$90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文集
536.21107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教材 : Qalang Mnibu 四季部落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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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季寧主編 .-- 宜蘭縣南澳鄉 : 宜縣
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出版 ; [臺北
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 10812 .-69 面 ; 69 公 分 .-- ISBN 978-98697717-4-0 (平裝) NT$420
1.泰雅族 2.部落 3.民族史 4.民族文
化 5.宜蘭縣大同鄉 536.3311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教材 : Ryuhing(金岳)部落史 / 陳芃伶
(Yagu Yurow)主編 .-- 宜蘭縣南澳鄉 :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出版 ; [臺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
10812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17-7-1 (平裝) NT$420
1.泰雅族 2.部落 3.民族史 4.民族文
化 5.宜蘭縣南澳鄉 536.3311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教材 : Yow na alang myan lyu(東澳的
故事: 部落歷史、起源、遷徙與事件)
/ 曹天瑞主編 .-- 宜蘭縣南澳鄉 : 宜
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出版 ; [臺北
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 10812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17-5-7 (平裝) NT$420
1.泰雅族 2.部落 3.民族史 4.民族文
化 5.宜蘭縣南澳鄉 536.3311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教材 : 德卡倫(Rgayung)部落遷徙史 /
哈勇.諾幹(Hayung Noqan)主編 .-- 宜
蘭縣南澳鄉 :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
協會出版 ; [臺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
會發行, 10812 .-- 10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717-6-4 ( 平 裝 )
NT$420
1.泰雅族 2.部落 3.民族史 4.民族文
化 5.宜蘭縣南澳鄉 536.3311
太魯閣族狩獵文化暨太魯閣國家公
園動物資源調查計畫案 / 裴家騏編
撰 .-- 初版 .-- 花蓮縣秀林鄉 : 太魯閣
國家公園, 10812 .-- 1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80-6 ( 平 裝 )
NT$200
1.太魯閣族 2.狩獵 3.野生動物 4.文
化研究 5.太魯閣國家公園
536.3313
布農族四社神話與傳說 : 濁水溪上
游祕境傳說 /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
馬), 全妙雲(達給斯海方岸.娃莉絲)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304 面; 21 公分 .-- (台灣原住民 ;
65) .-- ISBN 978-986-443-970-6 (平裝)
NT$380

1.布農族 2.神話 3.文化研究
536.333
Lus'an(祖靈祭)、白鹿、茄苳、水沙
連 : 邵族的傳說與禁忌 / 石阿松等
作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南投縣
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10812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64-0-9
(平裝) NT$350
1.邵族 2.民族文化 3.田野工作
536.334
魯 凱 人 名 釋 義
/
Taugadhu.Lrupilriane(杜傳)作 .-- 屏東
縣霧臺鄉 : 屏縣霧臺鄉公所, 1081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6-18-7 (精裝附光碟片) NT$300
1.魯凱族 2.姓名學 3.民族文化
536.3363
噶哈巫守城文化館解說手冊 / 黃美
英編著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投
縣噶哈巫文教協會, 10812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941-2-4
(平裝) NT$250
1.平埔族群 2.文化機構 3.解說
536.339
圖解日本裝束 : 日本各時代服裝剪
裁、構造與功用徹底解析 / 池上良
太著 ; 林文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1 .-- 248 面; 21 公分 .- (浮世繪 ; 61) .-- ISBN 978-986-508052-5 (平裝)
1.服飾習俗 2.日本 538.1831
現代婚禮 / 楊烱山編撰 .-- 初版 .-- 新
北市 : 正品印刷設計, 10901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362-80 (平裝) NT$600
1.婚禮 2.婚姻習俗 3.中國 538.482
約爸媽一起台灣節慶遊 / 林采彤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2-252-1 (精裝)
1.節日 2.民俗活動 3.文化觀光 4.臺
灣 538.533
歲時禮俗文化論略 / 林素英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師 大 出 版 中 心 ,
10901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58-3 (平裝)
1.歲時習俗 2.歲時節令 3.禮俗
538.59
野島剛漫遊世界食考學 : 從「吃」
進入一個國家、一段歷史、一種文
化的奇妙田野探訪 / 野島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化, 10812 .-304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美 ; 4) .-ISBN 978-986-97921-4-1 ( 平 裝 )
NT$350
1.飲食風俗 2.遊記 3.世界地理
538.7
英國 酒文化 / 黃瑋苑著 .-- 初版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
行, 10902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9199-81-0 (平裝) NT$280
1.酒 2.飲食風俗 3.英國 538.74
食在宋朝 : 大宋餐桌上的料理實驗
室 / 李開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1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03-0-7 (平裝) NT$35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宋代
538.782
酸甜苦辣鹹 / 唐魯孫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大地, 10901 .-- 224 面; 21 公
分 .-- (唐魯孫先生作品集 ; 2) .-ISBN 978-986-402-327-1 ( 平 裝 )
NT$250
1.飲食風俗 2.中國 538.782
餐桌上的一匙歷史 / 朴賢振著 ; 邱麟
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人文) .-ISBN 978-957-05-3251-7 ( 平 裝 )
NT$350
1.飲食風俗 2.韓國 538.7832
解密印度廚房 / 印度安娜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572-9
(平裝) NT$580
1.飲食風俗 2.食譜 3.印度
538.78371
餐桌上的泰國 / 姜立娟著.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9-834 (平裝) NT$36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泰國
538.78382
民俗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4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4-2 (平裝) NT$750
1.民俗 2.中國 538.82
向外國人傳達正確的日本禮儀 / 小
笠原敬承齋作 ; 劉錦秀譯 .-- 初版 .-50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3 .-- 272 面;
21 公分 .-- (Style ; 37) .-- ISBN 978957-9654-69-2 (平裝)
1.風俗 2.禮儀 3.日本 538.831

社會學
社會學超圖解 : 古今 76 名家 x135
概念,400 幅可愛漫畫秒懂社會學,活
出獨一無二的自我 / 田中正人, 香月
孝史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304 面; 23 公分 .-- (Graphic
times ; 15) .-- ISBN 978-986-384-411-2
(平裝)
1.社會學 2.漫畫 540
寫給孩子的正義思辨 : 思考人類生
存所需的「正義」,人生中遇到的各
種問題,基本上沒有絕對正確的解答。
/ 押谷由夫著 ; 王榆琮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 (style ; 35) .-- ISBN 978957-9654-64-7 (平裝) NT$360
1.社會正義 540.21
如何日常.怎樣生活 / 林玉茹等作 ;
呂紹理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1 .-- 544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論叢. 社會生
活篇) .-- ISBN 978-986-350-382-8 (平
裝) NT$780
1.臺灣研究 2.社會生活 3.文集
540.93307
文化統計. 2019 / 文化部著作 .-- 新北
市 : 文化部, 10812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24-9 (平裝
附光碟片) NT$400
1.文化事業 2.政府統計 3.中華民國
541.2028
*臺中州廳等五處指定國定古蹟文化
資產價值評估 / 方鳳玉計畫主持 .-臺中市 : 阡筆町企業, 10812 .-- 5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11-06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1.文化資產保存 2.古蹟修護 3.價值
標準 541.27
彰化縣文化景觀線西蛤蜊兵營保存
維護計畫通盤檢討案成果報告書 /
詹益寧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
市 : 彰縣文化局, 10812 .-- 3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8-4 (平
裝) NT$1000

1.文化景觀 2.文化資產保存 3.彰化
縣 541.27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
冊 / 蔡志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 10812 .-- 1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2-5 (平
裝) NT$100
1.文化資產保存 2.原住民 3.文化法
規 541.27023
昨日世界 : 找回文明新命脈 / 賈德.
戴蒙(Jared Diamond)著 ; 廖月娟譯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496 面; 21 公分 .-- (NEXT) .-- ISBN
978-957-13-5989-2 (平裝) NT$499
1.社會變遷 2.社會演化 3.同化 4.巴
布亞紐幾內亞 541.4
2019 香港風暴 / 端傳媒著 .-- 初版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 400 面;
26 公分 .-- (春山之聲 ; 13) .-- ISBN
978-986-98497-7-7 (平裝) NT$55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Stakeholders in 2047 : 香港未來說明
書 / 「Stakeholders in 2047: 香港未來
說明書」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0812 .-- 2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924-82-6 (第 1
冊:平裝) NT$35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未來科技的 15 陰影 : 面對世界最關
鍵的轉折,微軟總裁最前瞻的預測與
洞察 / 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 卡
洛.安.布朗(Carol Ann Browne)著 ; 孔
令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
周刊叢書 ; BW0730) .-- ISBN 978986-477-055-7 (平裝) NT$450
1.未來社會 2.資訊科技 3.科技社會
學 541.4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小辭典 / 陳思
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2 .-- 24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2-0 (平裝) NT$200
1.社會心理學 2.人類行為 3.社會環
境 541.75
長大後,你想做什麼? / 劉宗銘著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08-54497 (精裝) NT$450

1.職業介紹 2.通俗作品

542.76

1.婚姻 2.戀愛 3.兩性關係

544.3

幸福.與它們的產地 / 施貞仰總編
輯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812 .-- 17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1-15-9 (平裝)
1.就業 2.就業輔導 3.個案研究
542.77

逆轉人生的戀愛戰略 : 類型分析、
擬定戰略、30 天實戰秘訣 / 崔正作 ;
陳采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7-7 (平裝)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

雙薪家庭進化論 : 打造神隊友,成就
彼此的愛情與事業 / 珍妮佛.彼崔格
里利(Jennifer Petriglieri)著 ; 実瑠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3 .-320 面 ; 21 公 分 .-- ( 綠 蠹 魚 ;
YLP38) .-- ISBN 978-957-32-8714-8
(平裝) NT$380
1.雙薪家庭 2.夫妻 3.生活指導
544.1

性別與權力 / 洪郁如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1 .-- 384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
論叢. 女性篇) .-- ISBN 978-986-350383-5 (平裝) NT$550
1.臺灣研究 2.女性主義 3.性別研究 4.
文集 544.5207

老爸的鈍感力哲學 / 宋沛芸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愛文社,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98-26 (平裝) NT$350
1.父親 2.親子關係 544.141
變身後媽 : 打破壞皇后詛咒,改寫伴
侶關係與母親形象的新劇本 / 溫絲
黛.馬汀(Wednesday Martin)著 ; 許恬
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41) .-- ISBN 978-957-13-8067-4 (平裝)
NT$450
1.繼父母 2.繼父母子女 544.148
家庭暴力防治 : 社工對被害人服務
實務 / 游美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40-6-0 ( 平 裝 )
NT$380
1.家庭暴力 2.社工人員 3.犯罪被害
人保護 544.18
有你,更能做自己 / 鄧惠文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1 .-324 面; 21 公分 .-- (輕心靈 ; 2) .-ISBN 978-957-503-537-2 (平裝)
1.婚姻 2.兩性關係 544.3
婚姻與家庭 / 楊淳斐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 240 面; 26 公
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05-8 (平裝) NT$490
1.婚姻 2.兩性關係 3.家庭 544.3
新婚進行曲-邁向幸福 : 學員手冊 /
武自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米迦勒
傳播, 10812 .-- 8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571-1-6 ( 平 裝 )
N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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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運動 / 顧燕翎著 .-- 初版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1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10-4 (平裝)
NT$480
1.女性運動 2.臺灣 544.54
孤兒之旅 : 一趟追尋自我，邁向完
整的旅途 / 奧德麗.普內特著 ; 朱慧
英, 陳俊元, 利美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711 (平裝) NT$460
1.孤兒 2.孤獨感 3.心理學 544.61
青少女生存手冊 : 認識中學女生的
交友問題,協助她建立自信、處理衝
突 的 十 堂 課 / 露 西 . 漢 門 (Lucie
Hemmen)著 ; 吳妍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
發行, 10901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01-14-6 ( 平 裝 )
NT$380
1.青少年問題 2.青少年心理 3.人際
關係 544.67
不忠辭典 / 亞曼達.斯泰爾斯(Amanda
Sthers)著 ; 徐麗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0812 .-- 256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24) .-- ISBN 978-986323-329-9 (平裝) NT$350
1.兩性倫理 2.詞典 544.7041
大人不敢跟我們說的秘密 / 羅丰苓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 1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0-1 (平裝) NT$300
1.性教育 2.性知識 3.青少年教育
544.72
未未 : 身體的界限 / 林富莉總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婦女新知

協會, 10812 .-- 52 面; 28X28 公分 .-ISBN 978-986-92004-1-7 (精裝)
1.性教育 2.性騷擾 3.兒童教育
544.72
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 第 4 期 / 國
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發會人力發展處,
10812 .-- 20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5-9662-5 (平裝) NT$400
1.老人福利 2.社會安全 3.年金
544.85
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操作手冊 / 張
淑卿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老人福
利推動聯盟, 10812 .-- 2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1553-6-6 (平裝)
NT$280
1.長期照護 2.社區式照護服務
544.85
會上錯菜的餐廳 / 小國士朗作 ; 賴郁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50-8 (平裝) NT$390
1.社會服務 2.老年失智症 3.日本
544.85
微笑竹縣好生活 : 新竹縣社區總體
營造紀錄. 2019 / 田昭容總編輯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2 .-- 12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19-9 (平裝) NT$200
1.社區總體營造 2.新竹縣
545.0933/111
社區創生.悠活雲林 : 雲林縣社區規
劃師操作型輔導計畫第十一屆社區
PK 賽成果手冊. 108 年度 / 林沂品計
畫主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縣府, 10901 .-- 1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25-22-7 ( 平 裝 )
NT$380
1.社區總體營造 2.雲林縣
545.0933/123
東京大學最終演講 : 我與都市共學
的這條路 / 西村幸夫著 ; 廖怡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 ; YLF61) .-ISBN 978-957-32-8715-5 ( 平 裝 )
NT$320
1.都市發展 2.都市計畫 545.1
微型設計聚落 .-- 初版 .-- 高雄市 : 林
建忠, 10812 .-- 10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316-1 ( 平 裝 )
NT$400

1.聚落地理學 2.建築美術設計
545.4
水 交社人物 特寫專 輯 / 喩麗華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喩麗華,
108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75-8 (平裝) NT$400
1.眷村 2.人物志 3.歷史 4.臺南市
545.4933
品味屏東的森川里海 : 屏南山海戀
與花香果香水岸鄉區域亮點成果專
刊 / 川人街工作室編撰 .-- 臺南市 :
農委會水保 局臺南 分局 , 10812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6-5 (平裝)
1.農村 2.再生 3.社區總體營造
545.5
組織社會學 : 多樣化社會創造未來 /
施勝烽, 黃秀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812 .-- 31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34-3 (平裝)
NT$300
1.社會學 2.行政組織 3.多元化社會
546
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 / 史考特.瑟
諾(Scott Sernau)作 ; 李宗義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2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74-7-9
(平裝) NT$700
1.社會階層 2.平等 546.19
或躍在淵 : 種族困境下的美國黑人
女性,1920-1950 / 黃文齡著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90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797 (平裝) NT$500
1.種族偏見 2.女性 3.美國 546.5952
金門縣童軍領袖訓練活動專輯 / 許
能麗, 楊振忠總編輯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縣府, 10811 .-- 7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8-28-0 (精裝)
1.童軍教育 2.領袖 3.中華民國
546.81933
社會工作管理 / 陳思緯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1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5-1
(平裝) NT$600
1.社會工作 2.組織管理 547
解鎖 : 我的火火社工路 / 吳文炎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3 .-- 264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443-966-9 (平裝) NT$300
1.社會工作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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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 / 陳思
緯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6-8 (平裝) NT$580
1.社會工作 2.研究方法 547.03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
福利補助作業手冊. 109 年度 / 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社家署, 10901 .-- 1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248 (平裝) NT$50
1.社會福利 2.社會行政 3.手冊
547.13
*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
手冊. 109 年度 /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
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8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10-1 (平裝) NT$50
1.社會福利 2.社會行政 3.手冊
547.13
我們在馬來西亞當志工 : 台灣大學
生走入多元文化、看見自己的服務
旅程 / 王麗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遠足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認真生活 ; 6) .-- ISBN
978-986-98588-0-9 (平裝) NT$360
1.志工 2.社會服務 3.馬來西亞
547.16
*覺無常 : 九二一地震 20 周年慈濟
志工口述歷史 / 蕭惠特等口述 ; 張麗
雲等口述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慈
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 金會 , 10812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26-79-9 (平裝) NT$420
1.志工 2.社會福利 3.通俗作品
547.16
桃青不在家,我們在地方創生的路上。
/ 社團法人中華公共事務傳播發展學
會編輯規劃 .-- 桃園市 : 桃市青年事
務局, 10901 .-- 123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11-31-2 (平裝)
1.社區參與 2.社區服務 3.桃園市
547.4
BiG 行動夢想家年刊. 2019 : 勇闖新
視界 / 財團法人 BiG 行動夢想家文
化基金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宏智
國際文創, 10901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614-10-2 (平裝)
1.BiG 行動夢想家文化基金會 2.公益
團體 547.933

我在底層的生活 : 當專欄作家化身
為女服務生 / 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著 ; 林家瑄譯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1 .-- 336 面; 19 公
分 .-- (左岸社會議題 ; 303) .-- ISBN
978-986-98006-8-6 (平裝) NT$400
1.貧窮 2.工資 3.勞動階級 4.美國
548.16

市 : 雙葉書廊, 1090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96-64-5 (平裝)
1.犯罪心理學 2.犯罪行為 548.52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 108
年 / 勞動部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0812 .-- 5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41-12-8 ( 平 裝 )
NT$300
1.身心障礙者 2.勞工就業 3.勞動力
統計 548.2028

絕地追凶 : 國際「埋豬人」與隱形
變態殺手的隔空對決,破譯數十年無
解 懸 案 / 史 蒂 夫 . 傑 克 森 (Steve
Jackson)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56-6 (平
裝) NT$460
1.刑事偵察 2.謀殺罪 3.法醫學 4.個
案研究 5.美國科羅拉多州
548.6952

跨海的守護者 : 新光醫院扎根帛琉
醫療的故事 / 李俊明著 .-- 第二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812 .-- 280
面 ; 23 公 分 .-- ( 健 康 生 活 ;
BGH191) .-- ISBN 978-986-479-906-0
(平裝) NT$450
1.醫療服務 2.醫療社會工作 3.帛琉
548.21
跨越.共和 : 921 地震 20 週年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 / 中林一樹等撰文 ; 顏新
珠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農委會
水保局南投分局, 108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0-3 (精
裝) NT$280
1.震災 2.災後重建 3.文集 548.317
為動物請命 : 建立善待眾生的正見 /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著 ; 范
兆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陽社出
版 : 早安財經文化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Jupiter ; 1) .-- ISBN
978-986-88710-4-5 (平裝) NT$380
1.動物保育 548.38
動物之心讀本 / 林偉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812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78-8-0
(平裝) NT$340
1.動物保育 2.公共政策 3.生存權
548.38
動物保護的公共治理 / 吳宗憲著 .-二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2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6-3 (平裝) NT$640
1.動物保育 2.公共政策 548.38
犯 罪 心 理 學 / James Bonta, D. A.
Andrews 著 ; 鍾宏彬等翻譯 .-- 臺北

警察偵查詢問理論與研究 / 林燦璋,
施志鴻, 陳耀宗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812 .-- 3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63-804-5 ( 平 裝 )
NT$420
1.刑事偵察 2.犯罪 548.6

聽毛澤東談哲學 / 孫寶義, 劉春增,
鄒桂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
代, 10902 .-- 420 面; 21 公分 .-- (人物
館 ; EPM002) .-- ISBN 978-986-575595-9 (平裝) NT$650
1.毛澤東 2.學術思想 3.哲學
549.4211

經濟
亞當.史密斯教你終結貧窮的經濟學 :
先動優勢、賽局理論等 39 個技巧,
讓你財富翻倍! / 錢明義著 .-- 新北
市 : 大樂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
分 .-- (Smart ; 93) .-- ISBN 978-9578710-57-3 (平裝) NT$260
1.經濟學 2.通俗作品 550
經濟學 : 視覺資訊全解讀 / 揚.唐貝
侯(Yann Tampéreau)作 ; 陳郁雯譯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2 .-- 160 面; 25 公
分 .-- (地球觀 ; 56) .-- ISBN 978-986384-403-7 (平裝) NT$630
1.經濟學 550
第三支柱 : 在國家與市場外,維持社
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 / 拉古拉姆.拉
詹(Raghuram G. Rajan)著 ; 廖月娟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1 .-- 480 面; 21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681) .-- ISBN 978-986-479911-4 (精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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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社會學 2.資本主義 3.社區
550.1654
經濟學人 106 個全球搜密 : 網路交
友、超時工作與惡性通膨如何影響
生活與消費 / 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 ; 林麗冠、范堯寬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776-1
(平裝) NT$370
1.經濟社會學 2.通俗作品 550.1654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論文集. 2019 /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國企系, 10812 .-- 123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8584-13-6 (平裝)
1.國際經濟 2.國際貿易 3.文集
552.107
中美貿易戰 : 全球政經變局與台灣
產業出路 / 陳添枝等作 ; 陳綠蔚, 陳
添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技社,
108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84-7-5 (平裝)
1.中美經貿關係 552.2
絲綢之路. 續篇 : 霸權轉移的動盪時
代,當今的世界與未來文明新史 /
Peter Frankopan 著 ; 苑默文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328 面;
21 公分 .-- (彼德.梵科潘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08-5457-2 (平裝)
1.經濟合作 2.亞洲史 3.二十一世紀
552.3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0
/ 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經院, 10901 .-- 6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93-099-6 ( 精 裝 )
NT$6000
1.臺灣經濟 2.經濟調查 3.產業分析
552.33
台灣的不成功轉型 : 民主化與經濟
發展 / 瞿宛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08-5460-2 (平裝)
1.經濟發展 2.政治轉型 3.民主化 4.
臺灣 552.33
從麵包到蛋糕的追求 : 歐洲經濟社
會史 / 何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1 .-- 436 面; 24 公分 .-- (世界
史) .-- ISBN 978-957-14-6774-0 (平裝)
1.經濟史 2.社會史 3.歐洲 552.409

文創與智財共舞 : 大學文創-從在地
創作到國際市場的智財保護網系列
推廣論壇手冊 / 江雅綺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2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87 (平裝) NT$240
1.智慧財產權 2.著作權法 3.論述分
析 553.433
從 NDA 到營業秘密管理 / 賴文智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55-0 (平裝) NT$450
1.經濟法規 2.智慧財產權 553.433
*智慧財產法規彙編 /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編 .-- 8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智
慧局, 10812 .-- 608 面; 21 公分 .-- (法
規系列 ; 516) .-- ISBN 978-986-544276-7 (平裝) NT$200
1.智慧財產權 2.著作權法 3.商標法 4.
專利法規 553.433
探索權利書狀 : 從權狀中看見歷史
的痕跡 / 楊曉龍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豐原 地政事 務所 , 10812 .-1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8-1 (平裝)
1.土地行政 2.書狀 3.史料 554.333
百年足跡.風華再現 : 重建消失的
1956 /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4-54-2 (平裝)
1.土地行政 2.臺中市豐原區
554.333/117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 一本專為
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
書 / 王英欽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詹
氏, 10901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596-5 (精裝) NT$1200
1.土地開發 554.56
大用水戶用水查認作業計畫. 108 年
度 /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灣產
業服務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4-4
(平裝) NT$8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再生水多元化發展與整合推動模式 /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
1081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8-6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先進再生水科技研發架構研擬暨推
動 計畫 /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7-3 (平裝) NT$43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因應氣候變遷水源供應與經濟影響
研究. (1/2)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8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5-8 (平裝附光
碟片) NT$4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建立有效無計費水量 : 消防用水量
及水表不感量分析技術之研究 / 美
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4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80 (平裝)
1.水資源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554.61

心,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19-274-6 (平裝)
1.能源政策 2.臺灣 554.68
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六十週
年特輯 / 陳家濬等編審 .-- 桃園市 :
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10903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045-1-3 (平裝) NT$375
1.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555.0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
級檢定完勝攻略 / 蕭中剛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4-4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
定完勝攻略 / 蕭中剛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812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5-1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貯能型再生水技術系統整合精進與
研析 / 國立台灣大學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03 (平裝附光碟片) NT$6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
科試題暨解析彙編 / 陳淨修編著 .-六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2-7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統計年
報. 107 年度 /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12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3-4 (平
裝) NT$600
1.水資源管理 2.政府統計 554.61

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 第 6 屆 : 創
新這條路 45 件成功個案開拓產業視
野 / 王曉晴等採訪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技術處, 10812 .-- 2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2-92-7
(平裝)
1.產業 2.企業經營 3.創意 4.臺灣
555.933

薄膜水處理及資源回收技術應用及
推廣之研究. (1/2) / 中原大學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1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7-9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2.薄膜工程 554.61
薄膜生物反應器曝氣抗垢與節能最
佳化操作之研究. (1/2) / 財團法人成
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87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2.薄膜工程 554.61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 能源國家型計
畫粹鍊更美好的台灣. 伍 / 張培仁總
編輯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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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9 / 陳嘉
茹, 張舜翔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
鎮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812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419 (平裝) NT$2600
1.產業發展 2.聚集經濟 3.臺灣
555.933
勞動調解小六法 / 司法院民事廳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53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763817-5 (平裝) NT$200
1.勞動法規 556.84
戰鬥的上班族 : 職場勞工自保 25 招
/ 蔡晴羽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0901 .-- 350 面; 21 公分 .-- (說好

LAW 系列 ; 11) .-- ISBN 978-9865407-54-4 (平裝) NT$490
1.勞動基準法 2.論述分析 556.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52 (平裝) NT$300
1.港埠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557

公路駕駛人通過平交道行為模式研
究 / 孫千山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4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7-9 (平
裝) NT$550
1.交通管理 2.公路管理 3.平交道
557

臺東海岸公路沿岸地形變遷因應對
策研究 / 蕭士俊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7-6
(平裝) NT$200
1.公路管理 2.防災工程 557

自行車及類似運具安全管理之研究 /
周文生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812 .-- 3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4-8 ( 平 裝 )
NT$380
1.交通管理 2.腳踏車 3.運輸工具
557
前瞻智慧運輸發展與安全評量技術
研究發展計畫. (3/4) / 陳茂南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812 .-4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4-7 (平裝) NT$450
1.運輸系統 2.運輸管理 557
混合車流路口道路與交通工程設計
範例. (2/4) / 許添本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86 (平裝) NT$340
1.交通管理 2.交通流量 557
船舶斷纜預警系統建置及繫纜方式
研擬 / 洪維屏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9-0
(平裝) NT$300
1.港埠管理 2.神經網路 557
都會運輸節能減碳策略評估模組開
發及應用. (2/2) / 李宗益等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運 研 所 ,
10812 .-- 4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28-8 (平裝) NT$600
1.運輸管理 2.決策支援系統 557
智慧車輛法規技術諮詢與管理計畫.
(3/4) / 周維果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 10812 .-- 33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029-5 (平裝)
NT$334
1.交通法規 2.交通管理 557
臺中港港灣構造物維護策略探討與
管理系統擴建 / 黃宇謙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153

臺灣沿岸地區金屬材料腐蝕環境調
查研究. 108 年 / 羅建明, 黃宇謙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2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6-9 (平裝) NT$200
1.港埠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557
整合 AIS 與海洋陣列雷達系統之航
安應用評估 / 錢樺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16 (平裝)
1.航運管理 2.運輸系統 557
機車安全駕駛學習遊戲擴充與推廣
應用 / 許峻嘉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8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43-1
(平裝) NT$200
1.交通安全 2.機車駕駛 3.網路教學
557
捷運法規及常識(含捷運系統概述) /
白崑成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25-0 (平
裝) NT$530
1.交通法規 2.大眾捷運系統 557.13
花東地區智慧交通便捷經營輔導計
畫 / 周諺鴻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812 .-- 49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041-7 ( 平 裝 )
NT$49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557.15
新興智慧交通科技產業發展研究計
畫. (1/2) / 張奇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 10812 .-- 4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040-0 (平裝)
NT$40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557.15
標準運轉法 Q&A : 運轉理論研討事
項問與答 / 盧麗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盧開新, 10812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49-9 (平裝)
NT$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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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路運輸 2.運輸管理 3.鐵路行車
調度 4.問題集 557.24
鐵道建築之旅 : 驛境 / 劉智淵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交通部鐵道局,
10812 .-- 180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026-4 (精裝) NT$1200
1.鐵路史 2.鐵路車站 3.臺灣
557.26339
郵政內勤四合一 : 快速搶分便利帶 /
千華郵政名師群編著 .-- 第二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65 (平裝)
1.郵政 557.6
郵政外勤三合一 : 快速搶分便利帶 /
千華郵政名師群編著 .-- 第二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58 (平裝)
1.郵政 557.6
郵政三法大意百分百必勝精鑰 / 以
明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2 .-- 43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20-5 ( 平 裝 )
NT$450
1.郵政法規 557.61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 郵政三
法(營運職/專業職一) / 陳金城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19-9 (平裝)
1.郵政法規 557.61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 郵政法
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 / 陳金
城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812 .-- 4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21-2 (平裝)
1.郵政法規 557.61
郵學演講集. 二 0 一九年度 .-- 新北
市 : 中華集郵會, 10812 .-- 308 面; 26
公分 .-- 第 28 冊(2019 年度) .-- ISBN
978-986-91298-5-5 (平裝)
1.集郵 2.文集 557.64507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三期 : 郵博譚
郵演講集. 2019 / 何輝慶主編 ; 林茂
興, 朱逢華, 陳文翔英文翻譯 .-- 臺北
市 :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10812 .-212 面; 26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97163-1-4 (平裝) NT$1200
1.集郵 2.期刊 557.64905

「交通創新應用服務示範場域推動」
研究報告. 108 年度 / 陳志仁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812 .-3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2-3 (平裝附光碟片) NT$1200
1.電信管理 2.電信政策 557.7
「數位創新經濟基礎網路環境建構
支援平台計畫(2/3)」研究報告. 108
年度 / 陳志仁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 10812 .-- 5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037-0 (平裝)
NT$1200
1.電信管理 2.電信政策 557.7
捷運招考超強三合一 含國文(國學常
識及公文寫作)、英文、邏輯分析
(數理邏輯) / 千華名師群編著 .-- 第
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2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0-3 (平裝)
1.大眾捷運系統 557.85
輕軌系統概論 / 林仁生編著 .-- 高雄
市 : 亞立欣科技, 10812 .-- 2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47-0-1 (平
裝) NT$600
1.大眾捷運系統 557.85
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
業服務案. 108 年度, 行人交通量部
分 /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 .- 臺北市 : 北市交工處, 108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388 (平裝)
1.交通流量 2.臺北市 557.8933/101
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
業服務案. 108 年度, 路口、圓環、
路段 /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編 .-- 臺北市 : 北市交工處, 10812 .-8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39-5 (平裝)
1.交通流量 2.臺北市 557.8933/101

財政；金融；投資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
歐欣亞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1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7-924-3 (平裝)
1.貨幣銀行學 561
金融科技 : 基礎與應用 / 翁禮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65-2 (平裝)

1.金融自動化 2.數位科技 3.金融管
理 561.029
法遵科技、監理科技與金融科技監
理 / 沈中華, 王儷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812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1762 (平裝)
1.金融法規 2.科技管理 3.論述分析
561.2
民國黃金檔案 / 戴學文作 .-- 初版 .-新竹縣竹北市 : 波多西工作室,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260-4-8 (平裝)
1.黃金 2.貨幣史 3.民國史 561.31
金融市場實務 / 蔡錦堂, 林容如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368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06-5 (平裝) NT$550
1.金融市場 561.7
當代金融市場 / 謝劍平著 .-- 七版 .-臺北市 : 元照, 10901 .-- 648 面; 26 公
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262-2 (平裝) NT$680
1.金融市場 561.7
金融科技、人工智慧與法律 / 汪志
堅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843-4 (平裝) NT$380
1.金融業 2.金融法規 3.人工智慧
562.029
保險科技 : 趨勢與應用 / 李顯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1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02-18 (平裝) NT$538
1.金融業 2.電子商務 562.19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重點統
整+歷年試題) / 艾帕斯編著 .-- 第二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8-9 (平裝)
1.授信管理 2.銀行 3.放款 562.33
投資完賺金律 : 搞懂套利&投資的關
鍵 / 羅德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877-3 (平裝) NT$380
1.理財 2.投資 563
投資理財規劃 / 李顯儀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812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8-7 (平裝)
1.理財 2.投資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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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有錢人都用 EXCEL 理財筆記
術 : 33 招致富秘笈,薪水 3 萬也能翻
身! / 艾莉思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3 .-- 256 面; 21 公分 .- (Money ; 24) .-- ISBN 978-957-871056-6 (平裝) NT$28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賺錢,也賺幸福 / 麥可.勒巴夫
(Michael LeBoeuf)著 ; 李振昌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城 邦 商 業 周 刊 ,
10902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7778-94-9 (平裝) NT$360
1.投資 2.個人理財 563
論信用權及信用機制的私法完善 /
陳賓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法治家文
創, 10901 .-- 146 面; 21 公分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91627-8-4 (平
裝) NT$280
1.信用 2.人格權 3.民法 4.論述分析
563.1
你唯一需要的投資指南 / 安德魯.托
比亞斯(Andrew Tobias)著 ; 簡瑋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
10901 .-- 356 面; 21 公分 .-- (Learning ;
48) .-- ISBN 978-986-97614-3-7 (平裝)
NT$380
1.投資 2.個人理財 563.5
逆勢出擊 : 安東尼波頓的投資攻略,
一位被譽為「歐洲股神」的傳奇操
盤手,如何在市場主流中狙擊轉機股?
/ 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著 ; 吳
國欽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
足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043 (平裝) NT$450
1.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組合 4.證
券經紀商 563.5
頂尖選股者 : 歐洲股神安東尼波頓
的投資智慧 / 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 喬 納 森 . 戴 維 斯 (Jonathan
Davis)著 ; 馬林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51-7-8 (平裝) NT$380
1.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組合 4.證
券經紀商 563.5
貓與銀行家 / 納迪爾.瑪哈吉(Nadir
Mehadji)著 ; 胡家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901 .-- 2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1779 (平裝)

1.投資 2.個人理財 3.通俗作品
563.5
日本股神教你暴跌變暴賺的線圖技
術 / 相場師朗作 ; 張婷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2 .-- 256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38) .-ISBN 978-957-9054-51-5 ( 平 裝 )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不採雷投資法 : 留意 10 大跡象,避開
地雷股,發掘潛力股,掌握獲利原則 /
提姆.史提爾(Tim Steer)著 ; 曾琳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3-9 (平裝)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存好股的智慧與勇氣 : 用便宜價、
成長力、判斷力存到雪球股 / 溫國
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108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390-4-7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交易系統. 基礎篇 / 一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未來敘事工場, 10901 .-192 面; 23 公分 .-- (未來投資 ; 1) .-ISBN 978-986-98529-1-3 ( 平 裝 )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票作手回憶錄 / 埃德溫.勒菲弗
(Edwin Lefèvre)著 ; 李奧森譯 .-- 二
版 .-- 新 北市 : 大牌, 遠 足文 化 ,
1090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47-3-0 (平裝) NT$50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財富、戰爭與智慧 : 二戰啟示錄 / 巴
頓.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 洪慧芳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發行, 10901 .-- 37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11-01-2 (平裝)
1.證券投資 2.歷史 3.第二次世界大
戰 563.53
專買黑馬股出手就賺 30% / 楊忠憲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城邦文化, 109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244-7-7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躺著賺 1 年 400 萬的肥羊養股術 /
翁建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109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4-8-4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暴衝股投資術 / 連乾文著 .-- 初版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90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83-9-6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Python : 期權演算法交易實務 180 個
關鍵技巧詳解 / 酆士昌, 劉承彥著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65-9
(平裝)
1.期貨交易 2.選擇權 3.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563.534029
偉大的貪婪 : 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
的大歷史 / 約翰.戈登(John S. Gordon)
著 ; 潘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029 (平裝) NT$500
1.證券交易所 2.證券投資 3.金融史
563.55
行銷 : 杜拜保險銷售大師 Dr. Sanjay
的黃金銷售循環: 觀念式簡報、異議
處理教戰秘笈 / Sanjay R. Tolani 作 ;
梁涵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保銷國
際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財務顧問叢書 ; 98) .-- ISBN 978-9865826-52-9 (平裝) NT$350
1.保險行銷 2.保險規劃 563.7
你押對「保」了嗎?讓保險在關鍵時
刻做你最堅實的後盾! / 劉白閔, 林
怡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7-7 (平裝) NT$300
1.保險 2.保險規劃 3.理財 563.7
定聯 : 獲客、留客、養客力 / 張瀞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保銷國際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財務顧
問叢書 ; 99) .-- ISBN 978-986-582653-6 (平裝) NT$320
1.保險行銷 2.保險規劃 563.7
磊石成山 : 你,我,我們 / 李佳蓉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1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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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16-375-4 ( 平 裝 )
NT$350
1.保險業管理 2.組織管理 563.7
*人身保險核保理論與實務 / 張仲源
等著 ; 呂廣盛修訂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0812 .-36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410-3-3 (平裝) NT$550
1.人身保險 563.74
*火災保險 / 林國鈺等修訂 .-- 修訂
四版 .-- 臺北市 :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0812 .-- 5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10-1-9 (平裝) NT$700
1.火災保險 563.751
洪災保險制度規劃與推動 / 國立臺
灣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812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9-3 ( 平 裝 )
NT$350
1.災害保險 2.風險管理 563.759
政府採購法令彙編 /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編著 .-- 第 33 版 .-- 臺北市 :
工程會, 10901 .-- 488 面; 21 公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規叢書 ;
21-32) .-- ISBN 978-986-5433-61-1 (平
裝) NT$10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平冤之路 / 黃晴白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正大, 10812 .-- 6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967-0-5 ( 平 裝 )
NT$100
1.稅務行政救濟 2.個案研究 567.01
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 / 鄭惠
方著 .-- 修訂二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 109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983-8-9 (平裝) NT$299
1.租稅 2.節稅 567.01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 2
合 1 / 林曉娟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8859-97-5 ( 平 裝 )
NT$400
1.稅法 567.02
稅捐基礎法 / 林鈺雄等合著 ; 臺大財
稅法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901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260-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400
1.稅法 2.文集 567.07

賦稅政策導論 / 張蔚德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8-935-8
(平裝) NT$200
1.租稅 2.稅務政策 567.1
關務相關法規輯要. 108 年版 / 財政
部關務署編 .-- 臺北市 : 關務署,
10812 .-- 10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06-5 (平裝) NT$200
1.海關法規 2.關稅法規 568.733

政治
*公職考試講重點政治學(含政治學
概要)(下)三、四等 / 謝望民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2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4-2 (平裝) NT$420
1.政治學 570
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 / 孫廣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
10901 .-- 500 面; 23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92540-8-3 (平裝)
NT$520
1.政治思想史 2.中國政治思想
570.92
獨裁者的進化 : 收編、分化、假民
主 / 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
著 ; 謝惟敏譯 .-- 再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480 面; 21 公分 .-- (左岸政治 ;
302) .-- ISBN 978-986-98006-7-9 (平裝)
NT$480
1.民主化 2.獨裁 571.76
國考行政學 / 周志鴻, 周聖傑, 江秋
萍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0-6 (平裝) NT$350
1.行政學 572
邁向進步效能的政府 : 組織改革紀
實 / 呂學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商鼎數位,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0-1 (平裝)
1.政府組織 2.政府效能 3.組織再造
572.94
台北新官場現形記 / 魏國彥著 .-- 臺
北市 : 時英, 1081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9-9-2 (平裝)
NT$250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573.07

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 : 台灣如何成
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
家? / 林秀幸, 吳叡人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經濟民主連合, 10901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2-05 (平裝) NT$450
1.臺灣政治 2.文集 573.07
要給人民有錢過好日子 / 張淯作 .-初版 .-- 臺北市 : 獨家, 10901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513-199 (平裝)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573.07
愛希望國度 / 玄覺易老作 .-- 彰化縣
竹塘鄉 : 莊茗繹, 10812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9-1 (平
裝) NT$15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私密中的真相 : 從書信日記看近代
中國政治 / 馬忠文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1 .-- 310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PC0857)(讀
歷史 ; 11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73-7 (平裝) NT$390
1.中國政治制度 2.中國史 573.1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 林志
忠編著 .-- 第二十九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1 .-- 504 面; 2 公
分 .-- ISBN 978-986-487-926-7 (平裝)
NT$550
1.考銓制度 573.4
全臺首學 : 府城科舉制度與文化影
響 / 王淑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 10902 .-- 350 面; 23 公分 .-- (經
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刊 ;
501028) .-- ISBN 978-986-478-331-1
(平裝) NT$320
1.科舉 2.歷史 3.文集 4.臺南市
573.441
立法技術關鍵指引 / 劉厚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7-4
(平裝) NT$400
1.立法 2.法制 573.664
香港第一課 / 梁啟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12) .-- ISBN 978986-98497-6-0 (平裝) NT$420
1.中國政治制度 2.社會學 3.文集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73.938
國家轉型 : 中華民族發展藍圖 / 華才
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祐安大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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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81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3-0-4
(平裝) NT$10000
1.中國大陸研究 2.國家發展 574.1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 大衛.藍普頓
(David M. Lampton)著 ; 林添貴譯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124 (平裝) NT$380
1.政治 2.領導者 3.政治文化 4.中國
574.1
選戰遊戲 / 書涵云冰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74 (平裝) NT$280
1.選舉 2.時事評論 3.臺灣 574.333
卓越領航 : 看見澎湖的蛻變 / 陳美齡
等撰文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縣府, 10901 .-- 12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7-15-3 (平裝)
1.公共行政 2.施政報告 3.澎湖縣
575.33/141
重返榮耀. 二部曲 / 賴峰偉作 .-- 初
版 .-- 澎 湖 縣 馬 公 市 : 澎 縣 府 ,
1090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13-9 (平裝) NT$200
1.公共行政 2.施政報告 3.澎湖縣
575.33/141
災害防救法令彙編. 中華民國 108 年
版 / 內政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消
防署, 10812 .-- 170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448-75-2 ( 平 裝 )
NT$500
1.消防法規 2.災難救助 3.災害應變
計畫 575.81
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勝經 / 游象傳編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新裕豐文化,
10812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43-4-2 (平裝) NT$1100
1.公共安全 2.消防安全 575.864
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勝經別冊 / 游象
傳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新裕豐文
化, 10812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43-5-9 (平裝) NT$650
1.公共安全 2.消防安全 575.864
文化古蹟與歷史街區之防火安全推
動機制 : 一本整合社區防災、建築
與都市防災規劃及文化古蹟與歷史
地區防火管理之實務研究專書 / 邵
珮君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邵珮君,

108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5-4 (平裝) NT$600
1.防火 2.消防安全 3.歷史性建築
575.87
水災防災效能提升服務與應用計畫.
108 年度 /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
業研究院教育基金會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866 (平裝) NT$800
1.災害應變計畫 2.災難救助 3.防災
教育 575.87
水利署災害應變服務計畫. 108 年 /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
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812 .-- 3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2-67-5 ( 平 裝 )
NT$600
1.防災教育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3.設備標準
575.875
圖解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盧守
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4-2 (平裝) NT$500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575.875
小的與大人 / 李進億等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本土新書 ; 127) .-ISBN 978-986-294-248-2 ( 平 裝 )
NT$380
1.警政史 2.警察 3.日據時期 4.臺灣
575.8933
警政工作年報. 107 年 / 內政部警政
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警政署,
10812 .-- 5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9-1 (精裝) NT$350
1.警政 2.中華民國 575.8933

中柬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61-5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初版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 中泰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59-2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初版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 中越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57-8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初版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 中緬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60-8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火災與爆炸工程 / 林文興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1 .-68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9-7 (平裝) NT$700
1.火災 2.消防 3.爆炸品 575.87

<<黨產研究>>別冊 : 檔案選輯. Ⅲ /
許有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黨產
會, 10812 .-- 25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3-64-2 (精裝) NT$280
1.政黨 2.史料 3.檔案 4.臺灣 576.85

因應極端氣候之水韌性提升與推動.
(1/2)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
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812 .-- 32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3-006-4 ( 平 裝 )
NT$350
1.防災工程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印尼華裔論中華 : 個人化的四種知
識史途徑 / 賴劍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 10812 .-2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2-10-0 (平裝)
1.華僑史 2.民族認同 3.印尼
577.2393

防災應變系統更新及資訊網升級建
置. 108 年度 /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812 .-- 2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65-1 ( 平 裝 )
NT$400
1.防災工程 2.災害應變計畫 3.地理
資訊系統 575.87

大溫哥華台僑的聲音與力量 / 邱麗
蓮作 .-- 臺北市 : 漢珍, 109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26-89 (平裝) NT$300
1.華僑 2.加拿大 577.253

國際關係總論 / 張亞中等作 ; 張亞中,
張登及主編 .-- 五版 .-- 新北市 : 揚智
文化, 10901 .-- 592 面; 23 公分 .-(POLIS 叢書) .-- ISBN 978-986-298336-2 (平裝) NT$650
1.國際關係 2.文集 578.107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初版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 中印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58-5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 2017-2018
年 / 劉復國, 吳士存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政大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10812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602-1-5 (平裝) NT$350
1.南海問題 2.領土主權 578.193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初版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 中英雙語版 .-- ISBN 978986-5448-56-1 (平裝)
1.移民 2.生活輔導 3.手冊
577.67026

謀算 : 亞洲大局與全球主宰之爭 /
Richard McGregor 著 ; 李隆生, 張逸
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448 面; 21 公分 .-- (全球視
野 ; 88) .-- ISBN 978-957-08-5455-8
(平裝)
1.亞洲問題 2.國際政治 3.國際經濟
578.193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 盧守
謙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4-3 (平裝) NT$720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3.設備標準
575.875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認可基準與測試
方法暨判定要領 / 盧守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33-5
(平裝) NT$650

*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 .-- 臺北市 :
移民署, 10812 .-- 324 面; 21 公分 .-59

統治世界說明書 : 世界強權的 27 個
祕密戰略 / 佩德羅.巴尼奧斯(Pedro
Baños)著 ; 葉淑吟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472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52) .-- ISBN 978-986-384-405-1 (平裝)
1.國際關係 2.地緣政治 3.全球戰略 4.
二十世紀 578

臺韓關係 : 交流、合作及政策比較 /
河凡植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
圖書, 10812 .-- 248 面; 23 公分 .-- (高
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叢書 ; 4) .-ISBN 978-986-98401-5-6 ( 平 裝 )
NT$380
1.臺韓關係 578.232
隱形戰 : 中國如何在美國菁英沉睡
時悄悄奪取世界霸權 / 羅伯.斯伯汀
(Robert Spalding)作, 顏涵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2-9
(平裝)
1.美國外交政策 2.國家安全 3.中美
關係 4.二十一世紀 578.52
橫議拉丁美洲 / 向駿, 陳敬忠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55-9-4 ( 平 裝 )
NT$420
1.區域研究 2.拉丁美洲 578.54
國際法 / 黃異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07-45-2 ( 平 裝 )
NT$400
1.國際法 579
海洋法令彙編 / 海洋委員會綜合規
劃處編輯 .-- 第 1 版 .-- 高雄市 : 海洋
委員會, 10812 .-- 25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33-63-5 ( 平 裝 )
NT$450
1.海洋政策 2.國際海洋法 579.14
海洋事務法典 / 海洋委員會編輯 .-1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 2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1-9301-4
(平裝) NT$400
1.海洋法 2.國際海洋法 579.141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 第六十九信 /
蔡雨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
果文創, 10812 .-- 252 面; 21 公分 .-(緣社會 ; 22) .-- ISBN 978-986-985612-6 (平裝) NT$240
1.人權 2.影評 3.文集 579.2707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 超級大國民 /
蔡雨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
果文創,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緣社會 ; 23) .-- ISBN 978-986-985613-3 (平裝) NT$220
1.人權 2.影評 3.文集 579.2707
常 穎國際法 律商務專 刊 / 鄧穎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0-2 (平裝) NT$320
1.國際商法 2.國際貿易法規 579.94

法律
立憲主義與民主 : 台日法學的探索 /
鄭明政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2-5 (平裝) NT$320
1.比較法學 2.論述分析 580
東吳公法論叢. 第十二卷 / 詹鎮榮等
作 ; 東吳大學法律系公法研究中心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64-6 (平裝) NT$420
1.公法 2.文集 580.18707
比較法學研究. 第二期 : 誠信原則理
論與實踐 / 李麒, 高文琦, 莊錦秀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2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5-1 (平裝) NT$350
1.比較法學 2.文集 580.7
正義與慈悲 : 給法律人的一封信 / 王
如玄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 10901 .-- 1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66-5 (平裝) NT$350
1.法律 2.文集 580.7
英美法導論 / 張正修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0901 .-- 10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01-899-0 (平裝)
NT$1200
1.英美法系 580.914
釋憲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編纂 .-- 初
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0901 .-- 430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31-42-6 (精裝) NT$400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3.文集
581.2407
港澳事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會編
著 .-- 第 14 版 .-- 臺北市 : 陸委會,
10812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3-62-8 (平裝) NT$60
1.兩岸關係 2.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法律與生活 / 潘維大, 黃心怡著 .-修訂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2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67-2 (平裝)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60

舉頭 San Chi 有神明 / Shn Chi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79-86 (平裝) NT$300
1.中華民國法律 2.個案研究 582.18
中國法律實務 : 投資、貿易、稅務、
居 住案例解 析 / 出右律師事務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02-1 (平裝) NT$480
1.法律 2.論述分析 3.中國 582.189
民法概要 / 劉宗榮著 .-- 修訂十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812 .-- 6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61-0
(平裝)
1.民法 584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 程 馨編
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1 .-- 6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44-1 (平裝)
1.民法 584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重點精要+嚴選
題庫 / 程馨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1-0 (平
裝)
1.民法 584
民法總則 / 李淑明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1 .-- 5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11-263-9 (平裝)
1.民法總則 584.1
不 動產財產 權專題研 究 / 趙重明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2-0 (平裝) NT$300
1.不動產所有權 2.財產權 3.論述分
析 584.212
騎 樓佔用手 冊 / 張三酉文字、攝
影 .-- 臺北市 : 張三酉, 10811 .-- 120
面; 14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4-3 (平裝) NT$700
1.占有 2.人行道 584.29
(新)企業契約應用範例. 1, 商務契約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79-9 (平裝)
1.契約 584.31
(新)企業契約應用範例. 2, 庶務契約
/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智囊團顧問, 10902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437-80-5 (平裝)
1.契約 584.31

1090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261-5 (平裝) NT$580
1.商標法 587.3

租事順利 : 從挑屋、牽約到和平分
手,房東與房客都要懂的租屋金律 /
蔡志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 228 面; 21 公分 .-- (思法
苑) .-- ISBN 978-957-14-6766-5 (平裝)
1.租賃 2.問題集 584.385022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 亭
宣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1 .-- 3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35-9 (平裝)
1.票據法規 587.4

暗黑親情 / 劉上銘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 10902 .-- 30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7-14-5 (平裝)
NT$300
1.親屬法 2.家事事件法 3.個案研究
584.4
新時期特赦的多維透視 / 趙秉志, 陰
建峰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3-7 (平裝) NT$600
1.特赦 2.刑事政策 585.575
少年事件處理法 / 鄭正中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81-5
(平裝) NT$380
1.少年事件處理法 585.78
台灣冤案實錄 : 深冤 / 江元慶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56-7 (平裝) NT$450
1.刑事案件 2.刑事審判 3.個案研究
585.8
最高法院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學術研
討會 /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 .-- 臺
北市 : 最高法院, 10812 .-- 614 面; 21
公分 .--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叢書 ;
35) .-- ISBN 978-986-5431-44-0 (精裝)
1.訴訟法 2.文集 586.07
民 事保全之 理論與實 務 / 許士宦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4-5 (精裝) NT$550
1.假扣押 2.假處分 586.472
法醫鑑定業務統計年報. 106 年度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0812 .-- 118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5443-16-0 ( 平 裝 )
NT$300
1.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2.法醫學 3.鑑
識 4.政府統計 586.66028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 陳昭華, 王敏
銓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圖解行政法 / 王保鍵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1 .-- 2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01-4 (平裝)
NT$380
1.行政法 588
*行政院學術研討會. 108 年 : 行政罰
之性質、處罰對象與行為數之認定 /
行政院法規會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 10812 .-- 14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3-65-9 (平裝)
1.行政法 2.文集 588.07
自治行政之民主正當性 / 社團法人
台灣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行政法學會, 1090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13-2-1 (平
裝) NT$400
1.行政程序法 2.行政法 3.論述分析
588.135
行政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 第 9 輯
/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0812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1-40-2 (精裝) NT$600
1.行政訴訟法 2.文集 588.1607
著作權法實務問題 Q&A / 鄧湘全,
洪國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78-5 (平裝) NT$350
1.著作權法 2.論述分析 588.34

文 ; 146) .-- ISBN 978-986-344-732-0
(平裝)
1.薩克思(Sachs, Albie, 1935-) 2.傳記 3.
法官 589.6

軍事
軍事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5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5-9 (平裝) NT$800
1.軍事史 2.戰史 590.9
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會後
論文集. 第二十二屆 / 郭盛哲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10812 .-- 2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25-3 (平裝) NT$500
1.政治作戰 2.軍事社會學 3.文集
591.7407
三十六計活學活用 / 劉燁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1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7-4 (平裝) NT$300
1.兵法 2.謀略 3.中國 592.09
孫子兵法活學活用 / 劉燁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6-2 (平裝) NT$35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謀略
592.092
現代赤壁古寧頭 : 1949 兩岸劃海而
治的終極戰役 / 李福井著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縣府, 10812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8-29-7 (平
裝) NT$350
1.戰史 2.中華民國 592.9286

鐵腕與柔情 :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
與關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史實紀要 / 廖文極總編輯 .-- 新北市 :
法務部新北分署, 1081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15-3 (精
裝) NT$500
1.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2.司
法行政 589.13

裝甲雄師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
甲部隊的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二部,
西線的勝利 / 滕昕雲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老戰友工作室, 10901 .-- 272
面; 23 公分 .-- (裝甲雄師系列 ; 2) .-ISBN 978-986-95689-9-9 ( 平 裝 )
NT$340
1.裝甲兵 2.陸戰史 3.第二次世界大
戰 4.德國 596.943

斷臂上的花朵 : 從囚徒到大法官,用
一生開創全球憲法典範 / 奧比.薩克
思(Albie Sachs)著 ; 陳毓奇, 陳禮工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麥田人

鎮海檔案誌 / 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
發展指揮部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海軍教準部, 10812 .-- 2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6-28-4 (精裝)
1.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 2.
歷史 5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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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洋與海域保安治理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年 / 2019 年台灣海洋與海
域保安治理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
水警系, 10812 .-- 45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5448-82-0 (平裝)
1.海防 2.海洋環境保護 3.文集 4.臺
灣 599.4107
國家安全與國防科技發展 : 政治作
戰 理論的應 用與創 新 / 林志龍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戰
學院, 10812 .-- 22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5446-27-7 ( 平 裝 )
NT$300
1.國家安全 2.國防政策 3.文集
599.707

史地/傳記類
中國史
大千世界 : 500 個中國歷史面面觀 /
于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
化, 10902 .-- 328 面; 21 公分 .-- (益智
館 ; 38) .-- ISBN 978-986-98057-9-7
(平裝) NT$299
1.中國史 610
換個角度讀<<史記>> / 劉燁編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2 .-- 3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6-5 ( 平 裝 )
NT$550
1.史記 2.歷史故事 610.11
換個角度讀<<資治通鑒>> / 劉燁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3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7-2 ( 平 裝 )
NT$550
1.資治通鑑 2.歷史故事 610.23
資世通 : 不當皇帝也用得上的資治
通鑑 / 公孫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0812 .-- 320 面 ; 21 公 分 .-(Viewpoint ; 99)(公孫策說歷史故事 ;
8) .-- ISBN 978-986-477-773-0 (平裝)
NT$350
1.資治通鑑 2.通俗史話 610.23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4, 東漢末年篇
(萌貓漫畫學歷史) / 肥志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1 .-- 308 面; 21 公分 .-

- (Graphic time ; 9) .-- ISBN 978-986384-406-8 (平裝)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5, 亂世三國篇
(萌貓漫畫學歷史) / 肥志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1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412-9 (平裝)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阿亮老師趣說中國歷史 : 宋元-盛清
/ 莊典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
光文創,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文學書屋. 歷史文學 ; 参) .-- ISBN
978-986-98108-3-8 (平裝) NT$360
1.中國史 2.歷史故事 610.9
歷史不能細讀 / 文歡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0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35-5-3 (平裝)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蕩氣回腸的 90 個歷史故事 / 劉燁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2-7 ( 平 裝 )
NT$250
1.中國史 2.歷史故事 610.9
中國歷史研究法 / 錢穆著 .-- 三版 .-臺北市 : 東大, 10901 .-- 168 面; 21 公
分 .-- (錢穆作品精萃) .-- ISBN 978957-19-3203-3 (平裝)
1.史學方法 2.中國史 611

中國斷代史
出土文獻與<<尚書>>校讀 / 趙朝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812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3-90-5 (平裝)
1.書經 2.文獻學 621.11
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 / 張高
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812 .-- 724 面; 21 公分 .-- (博雅集
林. 經學 ; 3) .-- ISBN 978-957-172309-9 (平裝)
1.春秋(經書) 2.詮釋學 3.研究考訂
621.7
左丘失明 厥有台語 / 簡道凡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3-2 (平裝) NT$300
1.左傳 2.研究考訂 3.臺語 62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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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異研堂 : 從演義穿越到正史,評
亂世、品英雄 / 張佳瑋著 .-- 初版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272 面; 21 公
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462-6 (平裝)
1.三國史 622.3
蒙曼說隋 : 隋文帝楊堅 / 蒙曼著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424 面;
21 公分 .-- (重說.史 ; 16) .-- ISBN
978-986-344-728-3 (平裝) NT$420
1.隋文帝 2.傳記 3.隋史 623.74
蒙曼說唐 : 唐玄宗 從開元之治到安
史之亂 / 蒙曼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1 .-- 冊 .-- (重說.史 ; 9) .-ISBN 978-986-344-729-0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344-730-6
(下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344-731-3 (全套:平裝)
1.唐玄宗 2.傳記 3.唐史 624.14
東林始末 / (明)吳應箕著 .-- 三版 .-新北市 : 廣文, 10812 .-- 318 面; 21 公
分 .-- (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故事) .-- ISBN 978-986-5404-79-6 (平
裝) NT$420
1.東林黨 626.75
時代之子 : 康熙 / 廖彥博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人物誌) .-- ISBN 978-986178-509-7 (平裝) NT$270
1.清聖祖 2.傳記 627.2
*羅家倫與五四運動. 論述篇 / 李瑞
騰, 莊宜文主編 .-- 桃園市 : 中央大
學, 10812 .-- 16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5-4-4 (平裝) NT$250
1.羅家倫 2.五四運動 628.263

中國文化史
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 / 李峰
著 ; 劉曉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1 .- 464 面; 21 公分 .-- (史學叢書 ; 11) .- ISBN 978-986-350-378-1 ( 平 裝 )
NT$650
1.文化史 2.中國史 630
宋朝大觀 : 圖說宋朝三百年衣食住
行盛世生活 / 徐吉軍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01 .-- 464 面; 23 公

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450-3 (平裝)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宋代 635
匈奴史稿 / 陳序經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97-69-0 (平裝) NT$580
1.匈奴 2.歷史 639.39

中國外交史
四方來朝 : 職貢圖特展 / 劉芳如, 鄭
淑方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812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26-0 (平裝)
1.中國外交 2.外交史 3.圖錄 4.博物
館特展 640.25
一戰時期中國的國際法實踐 / 蔡振
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歷史系,
10902 .-- 543 面; 23 公分 .-- (政治大
學史學叢書 ; 33) .-- ISBN 978-98698247-3-6 (平裝) NT$550
1.中華民國外交 2.戰時國際法 3.第
一次世界大戰 642.1

中國地方志
開始在北京自助旅行 / 沈正柔作 .-五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3 .-- 160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75) .-- ISBN
978-986-336-376-7 (平裝) NT$290
1.自助旅行 2.北京市 671.096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 附蘇州.杭州.
迪士尼 / 葉志輝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903 .-- 176 面; 22 公分 .-(So easy ; 92) .-- ISBN 978-986-336375-0 (平裝) NT$290
1.自助旅行 2.上海市 672.096
藝術游擊 : 8 位藝術創作者在馬祖的
衝鋒誌 / 古璨瑜等撰文 .-- 初版 .-- 新
竹市 : 新竹生活美學館, 10812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64 (平裝) NT$330
1.藝文活動 2.藝術 3.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典藏再現圖錄捐贈藝術輯 / 黃雅芬
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縣文化局, 10812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8-32-7 ( 平 裝 )
NT$350

1.民俗文物 2.圖錄 3.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4
金門縣古蹟導覽 / 黃振良編著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812 .-冊 .-- ISBN 978-986-5428-34-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428-35-8 (下
冊:精裝) .-- ISBN 978-986-5428-36-5
(全套:精裝)
1.古蹟 2.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6
凌山而上. 三部曲, 拾光緣起 / 史妍
繕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凌華教育
基金會, 10901 .-- 26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84915-8-8 (平裝)
NT$500
1.遊記 2.青海省 3.西藏自治區
676.56
西藏 2050 : 和諧、綠色、開放、現
代化的世界第三極 / 楊丹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0902 .-- 380
面; 23 公分 .-- (財經館 ; EE007) .-ISBN 978-986-5755-93-5 ( 平 裝 )
NT$750
1.區域研究 2.經濟發展 3.西藏自治
區 676.6

世界史地
帝國二千年 : 一部關於帝國的世界
史 / 珍.波本克(Jane Burbank), 弗雷德
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著 ; 馮奕
達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54-94-5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國際政治 3.帝國主義
711
從零開始的圖文世界史筆記 / 祝田
秀全監修 ; 林慧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7899-1 (平裝)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絲綢之路 : 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
情勢,橫跨兩千五百人類文明的新世
界史 / Peter Frankopan 著 ; 苑默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832 面; 21 公分 .-- (彼德.梵科潘作品
集 ; 1) .-- ISBN 978-957-08-5456-5 (平
裝)
1.世界史 2.東西方關係 3.絲路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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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 : 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
情勢,橫跨兩千五百人類文明的新世
界史 / Peter Frankopan 著 ; 苑默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128 面; 21 公分 .-- (彼德.梵科潘作品
集 ; 3) .-- 全彩插畫版 .-- ISBN 978957-08-5458-9 (精裝)
1.世界史 2.東西方關係 3.通俗作品 4.
絲路 711
失落的國度 : 地球編年史. 第四部 /
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
張甲麗, 宋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The other ; 18) .-ISBN 978-986-96857-4-0 ( 平 裝 )
NT$480
1.世界史 2.古代史 3.文明史 712.1
醜陋史 / 格雷琴.亨德森(Gretchen E.
Henderson)著 ; 白鴿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1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99-80-3 (平裝)
NT$320
1.文化史 713
不用走出門就能知道的趣味地理故
事 / 陳奕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資優生系列 ; 38) .-- ISBN 978-986453-115-8 (平裝) NT$220
1.世界地理 2.通俗作品 716
*世界國家簡介 / 蔡振元編著 .-- 修
訂八版 .-- 金門縣金湖鎮 : 蔡振元,
10812 .-- 2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3-6 (精裝) NT$750
1.世界地理 716
友無國界 : 冒險.旅行.遇見永遠的家
人 / 曾如芳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
灣教會公報社, 108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7-79-8 (平
裝)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齊物逍遙. 2019 / 黃效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依揚想亮人文, 10812 .-26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08-4-8 (精裝) NT$120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大人們的餐桌. 中華篇 : 從民初到二
十一世紀,二十五位牽動華人政局的

政治人物飲食軼事 / 蔡子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304 面 ; 21 公 分 .-- ( 知 識 叢 書 ;
1080) .-- ISBN 978-957-13-8069-8 (平
裝) NT$320
1.亞洲史 2.人物志 3.軼事 730.1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 產業與海洋文
化的展開 / 松浦章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376 面; 21
公分 .-- (關西大學東亞海域交流史
研究叢刊 ; 第 12 輯)(人文 ; 82) .-ISBN 978-986-7127-62-4 ( 平 裝 )
NT$500
1.文化交流 2.國際貿易史 3.近代史 4.
文集 5.東亞 730.407
應仁之亂 : 催生日本戰國時代的京
都大亂 / 吳座勇一著 ; 康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1 .-340 面; 21 公分 .-- (大河 ; 53) .-ISBN 978-957-8630-80-2 ( 平 裝 )
NT$400
1.日本史 731.253
歷史勝利者的黑幕 : 細說被誤解的
日本戰國史 / 河合敦作 ; 林貞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潮,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閱讀世界 ; 28) .-ISBN 978-986-259-064-5 ( 平 裝 )
NT$300
1.戰國時代 2.日本史 731.254
將軍吃什麼 : 德川家康與家族四百
年秘傳養生與飲食之道 / 德川英宗
著 ; 薛寧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 10901 .-- 352 面 ; 21 公 分 .-(LOHAS.樂活) .-- ISBN 978-957-085452-7 (平裝)
1.飲食風俗 2.德川時代 3.日本史
731.26
繪葉書中的大日本帝國 : 從 390 張
珍藏明信片解碼島國的崛起與瓦解,
窺探日本近代外交、文化、戰爭與
殖民真相 / 二松啟紀著 ; 郭清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4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344-727-6
(平裝) NT$800
1.日本史 2.現代史 3.明信片 731.27
神國日本荒謬的愛國技法 : 一切都
是為了勝利!文宣與雜誌如何為戰爭
服務?大東亞戰爭下日本的真實生活
/ 早川忠典作 ; 鳳氣至純平, 許倍榕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1 .-- 192 面; 22 公分 .-- (歷史.跨
域 ; 10) .-- ISBN 978-986-508-053-2
(平裝) NT$350
1.日本史 2.第二次世界大戰
731.2788
Tripful 京都 / 楊美石著 ; 李少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812 .-- 136
面; 24 公分 .-- (easy&books ; 1) .-ISBN 978-986-97438-7-7 ( 平 裝 )
NT$380
1.旅遊 2.日本京都市 731.75219
鳥取春散策 / 王春子文.圖 .-- 初版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3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9380-51-5 (平裝)
1.旅遊 2.日本鳥取縣 731.7629
沖繩 / 吳佳臻, 王佩翊, 墨刻編輯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0901 .-176 面; 23 公分 .-- (City target ; 22) .-ISBN 978-986-289-512-2 ( 平 裝 )
NT$340
1.自助旅行 2.日本沖繩縣 731.7889
沖繩 Perfect : 超完美旅遊全攻略 / 昭
文社編集作 ; 郭家惠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560-7
(平裝) NT$380
1.旅遊 2.日本沖繩縣 731.7889
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小旅行 /
誌麟姊姊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3 .-- 240 面; 21 公分 .-- (世界主
題之旅 ; 132) .-- ISBN 978-986-336374-3 (平裝) NT$399
1.旅遊 2.日本北海道 731.7909
河口湖.山中湖 : 富士山 / MAPPLE
昭文社編輯部作 ; 吳冠瑾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2 .-- 128
面; 26 公分 .-- (MM 哈日情報誌系列 ;
36) .-- ISBN 978-986-461-204-8 (平裝)
NT$360
1.旅遊 2.日本 731.9
原來如此!日本名勝景點趣聞物語 /
李仁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6-5 (平裝) NT$350
1.旅遊 2.日本 731.9
黎明前的半島記憶 : 韓國人權與民
主紀行 / 朱立熙, 王政智, 鄭乃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45) .-64

ISBN 978-957-13-6852-8 ( 平 裝 )
NT$380
1.韓國史 2.民主運動 732.275
搭地鐵玩遍釜山 : 附慶州.昌原.馬山.
鎮海 / Helena 作 .-- 六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3 .-- 320 面; 22 公分 .-- (世
界主題之旅 ; 82) .-- ISBN 978-986336-373-6 (平裝) NT$450
1.火車旅行 2.地下鐵路 3.韓國釜山
市 732.7899
「阿拉伯半島過去、現在與未來」
論文集 / 歐嘉瑞等作 .-- 臺北市 : 中
阿文經協會, 10812 .-- 220 面; 21 公
分 .-- (中阿文庫 ; 38) .-- ISBN 978986-85854-9-2 (平裝) NT$3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阿拉伯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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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東南亞 : 解構東協前世今生 / 米
爾頓.奧斯伯恩(Milton Osborne)作 ;
王怡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09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51-3-7 (平裝) NT$450
1.歷史 2.東南亞 738.01
探索泰國 : 泰國文化面面觀 / 楊俊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凱斯整合行銷,
10812 .-- 4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6-0-1 (平裝) NT$399
1.文化 2.泰國 738.23

臺灣史地
台灣島史記 / 蔡正元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孫中山圖書館基金會, 10901 .- 冊 .-- ISBN 978-986-97929-4-3 (上冊: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8697929-5-0 ( 中 冊 : 平 裝 ) NT$700 .-ISBN 978-986-97929-6-7 (下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986-97929-7-4
(全套:平裝)
1.臺灣史 733.21
麗島狂想 : FORMOSA 的祕密 / 魔魔
嘎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898-3 (平裝) NT$200
1.臺灣史 2.明鄭時期 3.漫畫 733.26
一八八四滬尾 :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成果集 / 蔡佳芬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293 (平裝)

1.臺灣史 2.中法戰爭 3.清代
733.2778
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 三 / 陳怡宏
編.導讀 ; 百年翻譯社翻譯 .-- 初版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812 .-- 540
面; 21 公分 .-- (臺灣史料集成. 乙未
之役資料彙編 ; 4) .-- ISBN 978-986532-005-8 (精裝) NT$50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史料 733.28
帝國棄民 : 日本在臺灣「蕃界」內
的統治(1874-1945) / 保羅.D.巴克萊
(Paul D. Barclay)作 ; 堯嘉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2 .-- 552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書 ; 24) .-- ISBN 978986-350-379-8 (平裝) NT$700
1.臺灣史 2.臺灣原住民 3.殖民政策 4.
日據時期 733.28
大豹社事件. 1900-1907 / 傅琪貽作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2 .-208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重大歷
史事件系列叢書 ; 8) .-- ISBN 978986-5435-05-9 (精裝) NT$2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1947 之後 : 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 /
蕭鈞毅等作 .-- 臺北市 : 二二八基金
會,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33-0-8 (平裝)
1.二二八事件 733.2913
南投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 / 林偉
盛, 陳儀深, 廖建超訪問 ; 林偉盛, 彭
孟濤, 廖建超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二二八基金會, 10812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33-2-2 (平
裝) NT$380
1.二二八事件 2.口述歷史 733.2913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陳文成案史料
彙編 / 張世瑛, 蕭李居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
權博物館,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31-38-9 (全套:精裝) NT$1200
1.政治迫害 2.臺灣政治 3.白色恐怖 4.
史料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蔣海溶案史料
彙編 / 廖文碩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
館, 10812 .-- 9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1-39-6 (精裝) NT$800
1.政治迫害 2.臺灣政治 3.白色恐怖 4.
史料 733.2931

珍愛臺灣 : 特有生態體驗遊戲書 / 謝
水樹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1 .-- 368 面; 368 公分 .-- ISBN
978-986-147-899-9 (平裝) NT$500 .-ISBN 978-986-147-900-2 ( 精 裝 )
NT$850
1.臺灣地理 2.自然地理 3.生態教育
733.3

1.自然史 2.自然地理 3.淡蘭古道
733.6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百分百 / 王傑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1 .-- 3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7-923-6 (平裝)
1.臺灣地理 2.自然地理 3.人文地理
733.3

板橋地圖散步趣 : 社後地區百年時
空探索 / 林秀美, 田瑞菊田野採訪 ;
林秀美主編 .-- 新北市 : 新北市枋橋
文化協會, 1081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662-1-5 (平裝)
1.歷史地圖 2.移民史 3.田野工作 4.
新北市板橋區 733.9/103.9/101.35

小米遊記. 台灣外島篇 / 米爸作 .-新北市 : 小米遊記, 10812 .-- 冊 .-ISBN 978-986-98233-1-9 (全套:平裝)
NT$1080
1.臺灣遊記 2.寵物飼養 733.6
台 61 : 海路漫行 / 鄭維棕, 楊淑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812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054-50-8 (平裝)
1.臺灣遊記 2.人文地理 3.公路
733.6
台 61 海路漫行 : 收藏八里到台南沿
線幸福 / 鄭維棕, 楊淑清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01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1-074-5 (平裝)
1.臺灣遊記 2.人文地理 3.公路
733.6
白色雲嘉南 : 影.遊 旅人誌 / 王純玲,
黃渝瑄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雲嘉南濱海 風景管 理處 , 10901 .-12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5-4 (精裝) NT$450
1.臺灣遊記 2.自然地理 3.照片集
733.6
吹海風的路 : 台 61 線西部濱海快速
公路 / 林保寶文.攝影 .-- 第一版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5-1
(平裝) NT$350
1.臺灣遊記 2.人文地理 3.公路
733.6
貂山之越 : 淡蘭古道自然發現史 / 吳
永華作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農
委會林務局羅東管處, 10812 .-- 4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71 (精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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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遊 : 台北美景多 / 藍色水銀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1-8 (平裝) NT$350
1.遊記 2.臺北市 3.新北市
733.9/101.69

皇冠不見了 / 林姿秀, 呂亞芸圖/文 .- 新北市 : 點點文創工作室, 10812 .-3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4143-9-5 (精裝)
1.人文地理 2.繪本 3.新北市淡水區
733.9/103.9/141.4
悅讀 :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5 / 丁順
玲等撰文 ; 謝德錫主編 .-- 新北市 :
淡水社大,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65-5-8 ( 平 裝 )
NT$250
1.人文地理 2.新北市淡水區
733.9/103.9/141.4
拓殖與推進 : 新烏地區台車歷史地
景與產業經濟關係 / 夏聖禮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街頭巷尾工作室,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9273-4-2 (平裝) NT$250
1.產業 2.鐵路史 3.人文地理 4.新北
市新店區 733.9/103.9/143.4
宜蘭學. 2020 / 陳志賢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風雲論壇, 108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893-92-6
(平裝) NT$5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宜蘭縣
733.9/107.07
泰雅.山.靈魂 : 南澳生態旅遊推動經
驗彙編 / 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
會撰稿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農
委會林務局羅東管處, 10812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40 (平裝) NT$250
1.生態旅遊 2.人文地理 3.南澳古道
733.9/107.6
新竹區域社會踏查 / 張德南作 .-- 新
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8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21-2
(平裝) NT$300
1.區域研究 2.社會發展 3.新竹縣 4.
新竹市 733.9/111
風味新竹. 2019 / 田昭容總編輯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2 .-- 133 面; 21 公分 .-- (文史叢
書 ; 167) .-- ISBN 978-986-5421-18-2
(平裝) NT$200
1.文化觀光 2.新竹縣 733.9/111.6
臺中夢的苦難與輝煌 : 吊腳樓 / 余立
等作 ; 詹秀珠主編 .-- 初版 .-- 臺中
市 : 冶市仔, 中市聖心關懷協會 ,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310-2-7 (平裝) NT$500
1.人文地理 2.文集 3.臺中市
733.9/115.4

來趣台南 / 林龍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0902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606-1-1 (平裝)
NT$350
1.旅遊 2.臺南市 733.9/127.6

華大學, 10812 .-- 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230-5-0 (平裝)
1.天然公園 2.地景保育 3.生態旅遊 4.
臺東縣卑南鄉 733.9/139.9/111.64

臺灣府城經典 : 導覽.逍遙遊 / 黃源
謀等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 10901 .-- 30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430-588-9 ( 平 裝 )
NT$395
1.古蹟 2.旅遊 3.解說 4.臺南市
733.9/127.6

歐洲史地

愛河漫遊 / 沈政璋文字.攝影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暖 暖 書 屋 文 化 ,
108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8-4 (平裝) NT$400
1.旅遊 2.歷史 3.高雄市 733.9/131.6

古文書與清代嘉義沿山邊區的區域
史研究 / 池永歆, 凃函君, 陳凱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54-9 (平裝) NT$45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歷史 4.嘉義縣
733.9/125.07

展高雄系列專刊 : 永安彌陀特展 / 行
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史博館, 10812 .-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33-1 (平裝) NT$200
1.歷史 2.高雄市永安區 3.高雄市彌
陀區 733.9/133.9/117.2

嘉義縣市地名辭典 / 陳國章著 .-- 初
版 .-- 新 竹 市 : 台 灣 地 理 學 會 ,
10812 .-- 100 面; 21 公分 .-- (研究叢
書 ; 4) .-- ISBN 978-986-82328-3-9 (平
裝)
1.地名學 2.詞典 3.嘉義縣
733.9/125.37

走讀林園 : 來去市境之南𨑨迌 / 江欣
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9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9-943-8 (平裝) NT$600
1.旅遊 2.人文地理 3.高雄市林園區
733.9/133.9/127.6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影音成果專輯.
2018 / 葉澤山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0812 .-- 2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5-58-7 (平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1.藝文活動 2.民俗活動 3.臺南市
733.9/127.4
偏偏遇見台南 : 藝術之眼看城市 超
越實用手冊 / 王詩琪等作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5-600 (平裝) NT$400
1.旅遊 2.人文地理 3.臺南市
733.9/127.4
臺南府城文化記述 / 陳添壽著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 10901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1265-6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鄉土文化 3.鄉土文學 4.
臺南市 733.9/127.4

湖內達人誌. 2019 / 蘇福男, 劉秀珠
文字 .-- 高雄市 :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10812 .-- 9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34-8 (平裝)
1.人物志 2.高雄市湖內區
733.9/133.9/143.78
從問號?到驚嘆號! / 吳麗雪總編輯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81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6-16-3 (平裝) NT$350
1.藝文活動 2.元宵節 3.民俗活動 4.
屏東縣 733.9/135.4
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 / 趙川明
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生活美
學館, 10812 .-- 38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32-018-8 (第 3 冊:平裝)
NT$250
1.天主教 2.傳教史 3.臺東縣
733.9/139.4
*認識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 劉瑩
三編著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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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世界古文明 : 歡迎光臨古希臘 /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作.繪 ;
郭恩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1 .-- 62 面; 23X23 公分 .-(少年知識家) .-- ISBN 978-957-503535-8 (精裝) NT$360
1.古希臘 2.文明史 3.通俗作品
740.212
波希戰爭 : 第一個世界帝國與西征 /
湯姆.霍蘭(Tom Holland)作 ; 梁永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2 .-- 384 面; 22 公分 .-- (歷史.跨
越 ; 11) .-- ISBN 978-986-508-051-8
(平裝) NT$480
1.伊朗史 2.戰爭 3.歷史 740.2133
盧比孔河 : 羅馬共和國的興衰 / 湯姆.
霍蘭(Tom Holland)作 ; 梁永安譯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812 .-384 面; 22 公分 .-- (歷史.跨越 ; 10) .-ISBN 978-986-508-050-1 ( 平 裝 )
NT$480
1.古羅馬 2.戰爭 3.歷史 740.2234
遇見世界古文明 : 歡迎光臨古羅馬 /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文.圖 ;
郭恩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1 .-- 62 面; 23X23 公分 .-(少年知識家) .-- ISBN 978-957-503533-4 (精裝) NT$360
1.古羅馬 2.文明史 3.通俗作品
740.225
開 始在愛爾 蘭自助旅 行 / 陳琬蓉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3 .-144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96) .-ISBN 978-986-336-372-9 ( 平 裝 )
NT$270
1.自助旅行 2.愛爾蘭 741.789
法國 /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周麗
淑, 墨刻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812 .-- 560 面; 21 公分 .-- (地球
の歩き方 ; 60) .-- ISBN 978-986-289509-2 (平裝) NT$650
1.旅遊 2.法國 742.89

爭論中的德國 / 蔡慶樺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3 .-336 面; 21 公分 .-- (新視野 ; 30) .-ISBN 978-986-398-508-2 ( 平 裝 )
NT$42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德國 743.07
奧地利史 : 哈布斯堡王朝的璀璨與
滄桑 / 杜子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 360 面; 21 公分 .-- (國
別史) .-- ISBN 978-957-14-6771-9 (平
裝)
1.歷史 2.奧地利 744.11
奧地利繪旅行 / 文少輝, 傅美璇作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2 .-- 3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59-755-1 (平裝)
NT$480
1.自助旅行 2.奧地利 744.19
朝聖 800K : Kelly 這樣撿回自己 / 林
孟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9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06-9 (平裝) NT$380
1.旅遊 2.西班牙 746.19
里斯本 / 黃詩雯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903 .-- 240 面; 21 公分 .-(個人旅行 ; 115) .-- ISBN 978-986336-377-4 (平裝) NT$390
1.自助旅行 2.葡萄牙里斯本
746.2719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 戴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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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City
target ; 23) .-- ISBN 978-986-289-513-9
(平裝) NT$399
1.旅遊 2.荷蘭 3.比利時 4.盧森堡
747.29
開始在瑞典自助旅行 / 潘錫鳳, 陳羿
廷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3 .-- 272 面; 22 公分 .-- (So easy ;
302) .-- ISBN 978-986-336-371-2 (平裝)
NT$440
1.自助旅行 2.瑞典 747.59
保加利亞旅圖攻略 : 索菲亞 x8 座大
城小鎮 / 粟子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2 .-- 304 面; 23 公分 .-(釀旅人 ; 44)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70-2 (平裝) NT$420
1.自助旅行 2.保加利亞 749.29

白宮俱樂部 : 從杜魯門到歐巴馬,二
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和解與合作 /
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 麥克.杜菲
(Michael Duffy)著 ; 陳兆偉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遠足文化,
10902 .-- 800 面; 21 公分 .-- (美國學 ;
5) .-- ISBN 978-957-8654-96-9 (平裝)
NT$990
1.美國史 2.總統 752.263

非洲史地
古埃及的智慧 / 趙立行著 .-- 初版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35-4-6 (平裝)
1.古埃及 2.民族文化 761.3
遇見世界古文明 : 歡迎光臨古埃及 /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文.圖 ;
郭恩惠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1 .-- 62 面; 23X23 公分 .-(少年知識家) .-- ISBN 978-957-503532-7 (精裝) NT$360
1.古埃及 2.埃及文化 3.通俗作品
761.3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澳洲 / 趙思語, 蒙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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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01 .-336 面; 24 公分 .-- (New action ; 54) .-ISBN 978-986-289-514-6 ( 平 裝 )
NT$450
1.旅遊 2.澳大利亞 771.9
極地 / Caroline Alexander 著 ; 游敏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 (mark ;
18) .-- ISBN 978-986-5406-45-5 (平裝)
NT$450
1.探險 2.南極洲 779.9

傳記
十三個墓地,十三個奇想故事 : 為了
思索「如何活」?一個 CEO 策略顧
問走訪馬克思、蕭邦到自己的墓地
筆記 / 王賽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350 面; 21 公分 .-- (Be-brilliant!書系 ;

美洲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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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0094) .-- ISBN 978-957-9689-47-2
(平裝) NT$320
1.世界傳記 781
人生給的答案 / 提摩西.費理斯
(Timothy Ferriss)著 ; 金瑄桓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2 .-35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65-) .-ISBN 978-986-398-507-5 (第 1 冊:平裝)
NT$400
1.成功法 2.人物志 3.世界傳記 781
人生給的答案 / 提摩西.費理斯
(Timothy Ferriss)著 ; 金瑄桓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2 .-40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65-) .-ISBN 978-986-398-509-9 ( 平 裝 )
NT$400
1.成功法 2.人物志 3.世界傳記 781
神奇的 32 頁 : 探訪世界繪本名家創
作祕辛 / 賴嘉綾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02 .-- 2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08-5465-7 (平裝)
1.作家 2.訪談 3.繪本 781.054
德厚流光 陶鑄龍象 : 王薌齋先生的
弟子們 / 楊鴻晨, 尹洪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 10812 .-330 面; 23 公分 .-- (武系列 ; A149)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6090-9-8
(平裝) NT$380
1.傳記 2.中國 782.18
廉頗 / 辛泊平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61-4 ( 平 裝 )
NT$160
1.(周)廉頗 782.818
王昭君 / 唐晉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40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68-3 ( 平 裝 )
NT$160
1.(漢)王昭君 2.傳記 782.821
張良 / 沈念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12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64-5 (平裝) NT$160
1.(漢)張良 2.傳記 782.821
衛青 / 胡輝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63-8 (平裝) NT$160
1.(漢)衛青 2.傳記 782.821

霍去病 / 胡輝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66-9 ( 平 裝 )
NT$160
1.(漢)霍去病 2.傳記 782.821
蘇武 / 王族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901 .-- 112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62-1 (平裝) NT$160
1.(漢)蘇武 2.傳記 782.821
通天之路 : 李白 / 哈金著 ; 湯秋妍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33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哈金作
品集 ; 5) .-- ISBN 978-957-08-5461-9
(平裝)
1.(唐)李白 2.傳記 3.學術思想 4.詩評
782.8415
顏真卿 / 薛舟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59-1 ( 平 裝 )
NT$160
1.(唐)顏真卿 2.傳記 782.8415
歐陽修 / 吳梅影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57-7 ( 平 裝 )
NT$160
1.(宋)歐陽修 2.傳記 782.8515
李清照 / 張世杰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57-8697-56-0 ( 平 裝 )
NT$160
1.(宋)李清照 2.傳記 782.8521
留取丹心照汗青 : 文天祥傳 / 何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901 .-- 2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8-1-9 (平裝) NT$320
1.(宋)文天祥 2.傳記 782.8526
鄭和 / 林遙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60-7 (平裝) NT$160
1.(明)鄭和 2.傳記 782.861
*徐霞客 / 朱千華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0812 .-128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57-8697-58-4 ( 平 裝 )
NT$160

1.(明)徐弘祖 2.傳記

782.868

紅樓夢外 : 曹雪芹<<畫冊>>與<<廢
藝齋集稿>>新證 / 黃一農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902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81-0 (精裝) NT$860
1.(清)曹雪芹 2.學術思想 3.文藝評論
4.讀物研究 782.874
我的姐姐秋瑾 / 秋宗章著 .-- 1 版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 336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12) .-- ISBN
978-986-397-126-9 (平裝) NT$420
1.(清)秋瑾 2.傳記 782.878
我的祖父譚嗣同 / 譚訓聰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336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11) .-- ISBN 978-986-397-125-2 (平裝)
NT$420
1.(清)譚嗣同 2.傳記 782.878
八指將軍與辛亥革命 : 黃興評傳 / 左
舜生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1 .-- 348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69) .-- BOD 版 .-ISBN 978-957-8924-80-2 ( 平 裝 )
NT$420
1.黃興 2.傳記 782.882
我的兄長梁啓超 / 梁啓勛, 吳其昌
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 336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10) .-- ISBN 978-986-397-124-5
(平裝) NT$420
1.梁啟超 2.傳記 782.884
胡適全集 : 丁文江的傳記 / 潘光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近史所
出版 : 胡適紀念館發行, 108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201 (精裝)
1.丁文江 2.傳記 3.地質學 782.884
當身體還剩下四分之一時 / 段雲球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2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12-9 ( 平 裝 )
NT$350
1.段雲球 2.身心障礙者 3.傳記
782.887
以愛報仇 : 井上伊之助 / 鄧相揚作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2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5-04-2 (精裝) NT$580
1.井上伊之助 2.傳記 7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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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思歷程. 11 / 曾道雄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通識講座系列) .-- ISBN 978-986350-380-4 (平裝) NT$350
1.臺灣傳記 783.318
眷村裡的女人 / 黃秀端編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1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45-8 (平裝)
NT$250
1.女性傳記 2.臺灣傳記 3.眷村
783.322
賢妻良母失敗記 / 陳玉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02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73-61 (平裝) NT$350
1.女性傳記 2.臺灣傳記 3.自我實現
783.322
初心 / 陳榮俊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東瑩實業,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發現雲林人系列 ;
7) .-- ISBN 978-986-98639-0-2 (平裝)
NT$280
1.臺灣傳記 2.雲林縣 783.36/123
小 P 孩東遊記 / 陳健哲著 .-- 初版 .-屏東市 : 陳正一, 108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6-0 (平
裝) NT$320
1.陳健哲 2.臺灣傳記 783.3886
白嘉莉 回眸 / 白嘉莉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3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13-5837-6
(平裝) NT$500
1.白嘉莉 2.臺灣傳記 783.3886
回家 : 賴佩霞二十年修行告白 / 賴佩
霞, 郭貞伶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早
安財經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生涯新智慧 ; 49) .-- ISBN 978986-98005-6-3 (平裝) NT$350
1.賴佩霞 2.傳記 3.靈修 783.3886
她們的時代 : 民國女子訪談錄 / 明鳳
英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1 .-- 282 面; 21 公分 .-- (釀時代 ;
7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76-4 (平裝) NT$380
1.作家 2.女性傳記 3.訪談 4.臺灣
783.3886
任景讓將軍傳略傳世全集任世重文
輯 / 任世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
世重, 10902 .-- 23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369-7 (精裝)

1.任景讓 2.軍人 3.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外交人生歷程 / 錢剛鐔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1 .-156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血
歷史 ; 168) .-- BOD 版 .-- ISBN 978957-8924-81-9 (平裝) NT$260
1.錢剛鐔 2.外交人員 3.臺灣傳記
783.3886
長途賽跑 : 陳里己八十回顧 / 陳里己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陳里己,
10902 .-- 3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2-1 (精裝)
1.陳里己 2.回憶錄 783.3886
林 園雅士徐 番邦紀念 專集 / 凌煙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2-6 (平裝) NT$250
1.徐番邦 2.臺灣傳記 783.3886
胡定華創新行傳 / 吳淑敏作 .-- 初
版 .-- 新竹市 : 力和博創新網絡,
108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65-0-7 (平裝) NT$400
1.胡定華 2.企業家 3.臺灣傳記
783.3886
查某人的二二八 : 政治寡婦的故事 /
沈秀華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玉
山社,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294-249-9 ( 平 裝 )
NT$288
1.臺灣傳記 2.二二八事件 3.婦女
783.3886
俠義行 : 跨界與傳承 : 蘇其康教授榮
退紀念文集 / 蘇其康等作 ; 余慧珠,
郭如蘋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1 .-- 464 面; 21 公分 .-- (文學觀
點 ; 34) .-- ISBN 978-957-445-877-6
(平裝) NT$420
1.蘇其康 2.學術思想 3.臺灣傳記 4.
文集 783.3886
胡適全集 : 四十自述 / 潘光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近史所出
版 : 胡適紀念館發行, 108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256 (精裝)
1.胡適 2.臺灣傳記 783.3886
傅正日記. 1950-1960 年 / 傅正著 ; 薛
化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自由思
想學術基金會,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568-0-5 ( 全 套 : 平 裝 )
NT$3000

1.傅正 2.臺灣傳記

783.3886

愛與寬容 : 一個流亡學生爬升到外
交特任官的經過 / 劉瑛著 .-- 一版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01 .-- 162 面;
21 公分 .-- (Do 人物 ; 77) .--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5-6 (平裝)
NT$260
1.劉瑛 2.外交人員 3.回憶錄
783.3886
吳作棟傳(1941-1990) : 新加坡的政壇
傳奇 / 白勝暉著 ; 林琬緋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477) .-- ISBN 978-986-479883-4 (精裝) NT$550
1.吳作棟 2.傳記 783.878
琥珀眼睛的兔子 / 艾德蒙.德瓦爾
(Edmund de Waal)著 ; 黃煜文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58-2 ( 平 裝 )
NT$420
1.德瓦爾家族(De Waal, Edmund,
family) 2.家族史 3.傳記 784.17
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 : 看檢察總長
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 / 羅南.史坦格
(Ronen Steinke)作 ; 王榮輝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2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53250-0 (平裝) NT$420
1.鮑爾(Bauer, Fritz, 1903-1968.) 2.艾
希曼(Eichmann, Adolf, 1906-1962.) 3.
納粹 4.德國史 5.傳記 784.38
白袍 : 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 艾倫.
羅絲曼(Ellen Lerner Rothman)著 ; 朱
珊慧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812 .-- 430 面; 21 公分 .-(健康生活 ; 133B) .-- ISBN 978-986479-908-4 (平裝) NT$450
1.羅絲曼(Rothman, Ellen Lerner) 2.醫
學 3.傳記 785.28
奔流的樹葉 : 杜祖健與毒物共舞的
人生 / 杜祖健著 ; 洪博學, 劉夏如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3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51-2 (平裝) NT$480
1.杜祖健(Tu, Anthony T., 1930-) 2.傳
記 3.生物化學 4.毒理學 785.28
謝謝,歐巴馬 : 我在白宮賣腦寫講稿
的年輕歲月 / 大衛.利特(David Litt)
著 ; 朱崇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69

報文化,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PEOPLE 叢書 ; PEI0041) .-- ISBN
978-957-13-8063-6 (平裝) NT$380
1.利特(Litt, David, 1986-) 2.傳記
785.28
咖啡冠軍 / 沙夏賽斯提作 ; 林潔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2 .-- 3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77-561-4 (平裝) NT$650
1.賽斯提 2.傳記 3.咖啡 787.18

文物考古
甲骨文故事 / 許進雄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2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5-3249-4 (平
裝)
1.甲骨文 2.文化史 3.商代 792.2
新編進階甲骨文字典 : 甲骨文發現
120 周年紀念版 / 許進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5-09-7 ( 精 裝 )
NT$550
1.甲骨文 2.字典 792.2044
大漢藏泉典藏珍寶. 金銀錠篇 / 張明
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探極藝文,
10901 .-- 24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92613-2-6 (精裝) NT$2400
1.古錢 2.圖錄 3.中國 793.4025
兆禾堂藏玉 / 張兆勳主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兆禾堂, 10901 .-- 28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8676-03 (精裝) NT$2500
1.古玉 2.玉器 3.中國 794.4
玉文化論叢. 7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
究會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
術, 10901 .-- 248 面; 26 公分 .-- (楊建
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玉文化論叢系列 ;
7) .-- ISBN 978-986-95338-1-2 (平裝)
NT$1300
1.古玉 2.文集 794.407
皇帝的多寶格 / 余佩瑾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8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27-7
(平裝) NT$700
1.古器物 2.文物展示 3.博物館特展
796.9
天賜王國 : 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
之謎 / 岳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0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691-2 (平裝)
1.考古遺址 2.四川省 797.8027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活出語言來 : 語言人類學導論 / 蘿拉.
阿赫恩(Laura M. Ahearn)作 ; 劉子愷,
吳碩禹, 蕭季樺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2 .-- 5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474-6-2 ( 平 裝 )
NT$720
1.語言人類學 800.1639
學外語就像學母語 : 25 語台灣郎的
沉浸式語言習得 / 謝智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176) .-- ISBN
978-986-175-545-8 (平裝) NT$280
1.外語教學 2.語言學習 800.3
葉鍵得教授退休論文集 / 徐長安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2 .-- 464 面; 26 公分 .-- (學術論
文集叢書 ; 1500013) .-- ISBN 978986-478-328-1 ( 平 裝 ) NT$1000 .-ISBN 978-986-478-329-8 ( 精 裝 )
NT$1500
1.漢語 2.中國文學 3.文集 802.07
成語練功坊 / 于學玉等合著 ; 施教麟
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46-5 (平裝) NT$220
1.漢語 2.成語 802.183
詩神們,來點厭世聊癒系吧!唐詩成語
故事趴,143 個成語,99 篇穿越傳奇 /
單昌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5-027 (平裝) NT$45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1.漢語詞典

802.3

最新標準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
群編著 .-- 八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2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06-7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
押韻革命之父陳老師顛覆傳統(國語
真正押韻辭典) / 陳有道作 .-- 高雄
市 : 德惠雜誌社,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21-92-5 (第 2
冊:平裝) NT$200
1.漢語詞典 802.322
古今漢語量詞應用於名詞與動詞之
對照表 / 陳榮安著 .-- 增訂一版 .-- 嘉
義市 : 陳榮安, 10902 .-- 2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28-4 (平裝)
NT$1100
1.漢語詞典 2.量詞 3.名詞 4.動詞
802.39
臺灣河洛語啟蒙音典 / 陳文豊作 .-初版 .-- 臺北市 :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
研發所, 10812 .-- 7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929-9-4 ( 平 裝 )
NT$650
1.閩南語 2.字典 802.52323
過去恁多年做毋得講个事情 / 黃菊
芳撰文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 10812 .-- 3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15-5-1 ( 平 裝 )
NT$420
1.客語 2.語言政策 3.文集
802.523807
白話注音三字經 / 鄧妙香編著 ; 陳昭
蓉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3 .-- 冊 .-- (兒童國學讀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29-507-4 (上
冊:平裝) .-- ISBN 978-986-429-508-1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429-5098 (全套:平裝)
1.三字經 2.蒙求書 3.漢語 4.讀本
802.81

畫說部首最有趣. 萬象.器物篇 / 劉克
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9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26-0 (平裝) NT$360
1.中國文字 2.漢字 802.27

玄奘取經 : <<西遊記>>滿文譯本會
話選讀 / 莊吉發校注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 10812 .-- 344 面; 21 公
分 .-- (滿語叢刊 ; 36) .-- ISBN 978986-314-499-1 (平裝) NT$500
1.滿語 2.會話 802.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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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 121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13-5 (精裝)

初學必備日文五十音 : 三角形記憶
學習法,一本征服五十音 / 櫻井咲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70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11-4 (平裝) NT$300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超好學日語五十音 / 葉平亭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1 .-160 面; 21 公分 .-- 彩色版 .-- ISBN
978-986-318-879-7 (25K 精裝附光碟
片)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日文漢字一把抓 : 常用漢字表 / 何必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萬人,
10901 .-- 28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1-340-3 (平裝) NT$380
1.日語漢字 803.114
日語生活單字寫真 / 張慈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1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8-4 (平裝) NT$300
1.日語 2.詞彙 803.12
日本語 HAI. 動.助詞篇 / 林欐嫚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1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75-0-4 (平裝) NT$320
1.日語 2.動詞 803.165
日本語 HAI / 林欐嫚編著 .-- 三版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1 .-- 1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9-4
(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讀日文 : 潛入推理迷霧看日本經典 /
戶田一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
圖書, 10812 .-- 32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532-537-4 (平裝)
1.日語 2.讀本 803.18
觀光日語 / 鍾國揆, 陳建如編著 .-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1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9-6 (平裝) NT$320
1.日語 2.旅遊 3.讀本 803.18
用日語自我介紹 / 楊玲, 田中紀子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32) .-ISBN 978-957-9579-85-8 (平裝附光碟
片) NT$320
1.日語 2.會話 803.188
初級日本語會話 / 葉正德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1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87-2 (第 2 冊:平裝) NT$338
1.日語 2.會話 803.188

最新日本人天天說生活日語 / 朱讌
欣, 渡邊由里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日語系列 ; 23) .-- ISBN 978-98698340-3-2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日語 2.會話 803.188
一旦合格!JLPT 日檢實戰模擬題 N1 /
黃堯燦, 朴英美著 ; 張書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0-5 (平裝)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一本到位!新日檢 N2 滿分單字書 /
麥美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 (檢定
攻略系列 ; 65) .-- ISBN 978-957-913863-5 (平裝) NT$320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日 本 語 文 法 . 句 型 辭 典
:
N1,N2,N3,N4,N5 文法辭典 / 吉松由
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02 .-- 544 面; 21 公分 .-- (山田社
日語 ; 41) .-- 精修關鍵字版 .-- ISBN
978-986-246-569-1 (25K 平裝附光碟
片) NT$49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日檢 N2 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
清水裕美子著 ; 游翔浩, 詹兆雯譯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2 .-- 296 面; 26 公分 .-- (EZ Japan
檢定 ; 33) .-- ISBN 978-986-248-857-7
(平裝附光碟片) NT$320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2 必背
必出文法 / 吉松由美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02 .-- 224 面; 23
公分 .-- (絕對合格 ; 14) .-- ISBN 978986-246-570-7 (20K 平裝附光碟片)
NT$380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安妞!圖解韓語文法輕鬆學 / 金龍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02 .-- 160 面; 21 公分 .-- (玩玩韓
語 ; 12) .-- ISBN 978-986-246-571-4
(平裝附光碟片) NT$320
1.韓語 2.語法 803.26
史上最強韓文 40 音+文法 / 懶鬼子
英日語編輯群, 金淑敬著 .-- 初版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901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39-5
(平裝附光碟片) NT$748

1.韓語 2.讀本

803.28

活用韓文擬聲. 擬態語 : 生動你的韓
語表達 / 韓國語教育研究所著 ; 朱佳
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EZ
Korea ; 28) .-- ISBN 978-986-248-858-4
(平裝) NT$300
1.韓語 2.讀本 803.28
從韓國小學課本學韓文 / 高俊江, 賈
蕙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1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60-5-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997
1.韓語 2.讀本 803.28
給初學者的第一堂韓語課 / 石田美
智 代 著 .-- 新 北 市 : 國 際 學 村 ,
109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16-4 (平裝) NT$380
1.韓語 2.讀本 803.28
新台文拼音手冊 : 新台文基本教材 /
莊勝雄編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台
灣新台文推展協會, 10901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30-0-1
(平裝) NT$60
1.臺語 2.語音 3.羅馬拼音 803.34
*我的第一堂緬甸語課 / 葉碧珠著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812 .-400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71) .-ISBN 978-957-9138-58-1 ( 平 裝 )
NT$380
1.緬甸語 2.讀本 803.728
我的第二堂緬甸語課 / 葉碧珠著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1 .-17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74) .-ISBN 978-957-9138-61-1 ( 平 裝 )
NT$380
1.緬甸語 2.讀本 803.728
易學.暢銷!超簡單泰語會話 / 施明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1 .-- 256 面; 17 公分 .-- (泰語口
袋書 ; 4) .-- ISBN 978-986-98340-4-9
(平裝附光碟片) NT$279
1.泰語 2.會話 803.7588
越南語多義字 / 阮氏美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2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7-0 (平裝) NT$500
1.越南語 2.詞彙 803.792
法國人每天必說生活單字 / 宮方由
佳著 ; 稻葉由美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笛藤, 10812 .-- 180 面; 21 公分 .-71

ISBN 978-957-710-776-3 ( 平 裝 )
NT$380
1.法語 2.詞彙 804.52
每天 10 分鍾,聽聽法國人怎麼說 /
Mandy HSIEH,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1 .-- 192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94) .-- ISBN 978957-9138-62-8 (平裝) NT$350
1.法語 2.旅遊 3.會話 804.588
用鵝媽媽童謠輕鬆累積字彙力 : 廖
彩杏給孩子的英語啟蒙教材 / 廖彩
杏編選 ; 江長芳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步步, 遠足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57-9380-49-2 (全套:平裝)
NT$2380
1.英語 2.學習方法 3.親職教育
805.1
每天 4 行日記小短句,小孩也能練出
好英語! / English Research 原著 ; 陳
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4-3 (平裝)
1.英語 2.學習方法 805.1
英文翻譯 / 李欣欣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視, 10902 .-- 240 面; 26 公
分 .-- 大專用書 .-- ISBN 978-957-572599-0 (平裝) NT$490
1.英語 2.翻譯 805.1
英文翻譯寫作 高分關鍵 / 盧克編
著 .-- 臺 北 市 : 寰 宇 知 識 科 技 ,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35-5-5 (平裝)
1.英語 2.翻譯 3.寫作法 805.1
生活英語單字超短迷你句 / 張瑜凌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902 .-- 280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
英文 ; 54) .-- ISBN 978-986-97795-9-3
(平裝) NT$28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地表最強用格林法背英文單字和英
文會話 / Stephen Black 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1 .-- 7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60-2-6
(平裝附光碟片) NT$848
1.英語 2.詞彙 805.12
我的第一本自然發音記單字 / Dorina,
陳啟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 109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17-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詞彙 3.音標 4.發音

805.12

我的第一本英單複合字拆解書 : 背
英單就是這麼簡單! / 希望星球語言
工作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希望星
球語言, 10901 .-- 2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6045-63-9 ( 平 裝 )
NT$35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初考五等 : 你必須知道的 700 個單
字 / 洋碩美語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01 .-- 41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45-751-0 (平裝)
NT$200
1.英語 2.詞彙 805.12
晚安,英文! : 用 100 個單字故事互道
晚安 / Sangmin Lee, Sun Kim, Mieum
Kim 作 .-- 新 北 市 : 銀 河 文 化 ,
109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52-0-3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超強「建築工法」!拯救背了又忘的
必學英文單字 / 張庭慈英語教學團
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2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10-7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學一次用一輩子的字首.字根.字尾 /
喬英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
文化, 10901 .-- 480 面; 23 公分 .-- 虛
擬點讀筆版 .-- ISBN 978-986-975179-7 (平裝附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詞彙 805.12
Learn Smart!狄克生片語這樣背 / Matt
Coler 著 ; 李盈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881-0 (32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萬用 700 英語慣用片語 / 漢宇教學
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宇國際文
化,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8-453-7 (平裝)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為單字安排座位的人 : 美國最暢銷
字典的幕後,為世界寫下定義的編輯
人生 / 柯芮.斯塔柏(Kory Stamper)著 ;
吳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2 .-- 432 面; 21 公分 .-(NEW 不歸類) .-- ISBN 978-986-344733-7 (平裝) NT$520

1.英語 2.詞典學 3.歷史

805.1309

最新標準英漢辭典 / 江吟梓, 蘇文賢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1 .-- 195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01-2 (平裝)
1.英語 2.詞典 805.132
VOX010 正確英文文法精義 / 陳源發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人民之聲,
1090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4665-7-9 (平裝) NT$400
1.英語 2.語法 805.16
一本速學!用滿滿範例突破學習盲點,
人手都要有一本的文法高效範例全
集 /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49-7-1
(平裝) NT$360
1.英語 2.語法 805.16
午休 5 分鐘的英文文法 : 利用「零
碎時間」,學習最有效率! / 不求人文
化編輯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
人文化, 10902 .-- 208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98637-0-4 ( 平 裝 )
NT$349
1.英語 2.語法 805.16

天文化, 10901 .-- 176 面; 21 公分 .-(Grade 5 經典文學讀本) .-- ISBN 978986-318-878-0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看美劇,說出一口好英文 : 一天 30 分
鐘+高效筆記術,訓練用英文思考的
大腦,從聽說讀寫全面提昇英文實力!
/ 出口武賴著 ; 林農凱譯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986248-862-1 (平裝)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語辯論全指南 / Park Jongwon 著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2 .-- 256
面; 23 公分 .-- (英語叢書 ; 88) .-ISBN 978-957-445-878-3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辯論 805.18
這些年我們一起看電影學英語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1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358-4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深度解密!初學者和高手都適用的英
文文法高效滿分大全 / 賀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2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6-0 (平裝) NT$320
1.英語 2.語法 805.16

從新手到高手的英文特訓班 : 我用
20%的時間,學會 80%最常用的英文 /
袁思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
文化, 10901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637-1-1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作文 / 林勤敏, Taylor Melton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304 面; 26 公分 .-- 大專用書 .-- ISBN
978-957-572-604-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550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

新聞英文聽力完整攻略 : 聽<<美國
之音>>新聞英語,提升英聽真實力! /
楊熹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
化, 109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13-8 (平裝) NT$30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6 分鐘讀完英文文章 / 楊家豪著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79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英語 2.讀本 805.18

新聞英語關鍵句 / 金利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36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80-1 (平裝) NT$55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全彩圖解給過了 20 歲才決定學好英
文單字與文法的人們 / 地表最強教
學顧問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
識, 1090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8-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78
1.英語 2.讀本 805.18

一本速學!人人都在學的旅遊英語大
全集 / 鍾君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1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349-5-7 ( 平 裝 )
NT$35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吸血鬼 / Bram Stoker 原著 ; Brian J.
Stuart 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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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速學!職場英語會話完整功略 :
從求職準備到商務洽談一次高效掌
握 /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49-6-4
(平裝) NT$360
1.英語 2.職場 3.會話 805.188
用英語自我介紹 / 張小怡, 格蘭茜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31) .-ISBN 978-957-9579-84-1 (平裝附光碟
片) NT$3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用英語暢聊全世界 / 陳子李, 林雨薇,
賴淑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1 .-- 1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60-3-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107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英語口語訓練. 二 / 許惠芬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 200
面; 26 公分 .-- 大專用書 .-- ISBN
978-957-572-600-3 (平裝) NT$41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商務英語會話 / 梁彩玲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2 .-- 420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01-0 (平裝) NT$380
1.商業英文 2.會話 805.188
零基礎快學萬用情境英語會話 / 鍾
君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49-4-0 (平裝) NT$35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觀光旅遊英語通 / 王琳詔總編輯 .-三 版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 (LiveABC
看影片學英語) .-- 電腦影音互動程
式下載版 .-- ISBN 978-986-441-357-7
(平裝) NT$45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迎戰 108 新課綱 : 最關鍵的五大閱
讀綜合題型: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常 春 藤 有 聲 ,
10901 .-- 336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
108 課 綱 核 心 素 養 . 升 大 學 系 列 ;
A89-2) .-- ISBN 978-986-5676-83-4 (平
裝) NT$360
1.英語 2.語法 3.試題 805.189
連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單字+文法+
閱讀+寫作+聽力攻略 / James Brown,
Hanna Hu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
識, 10901 .-- 20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60-0-2 (平裝) NT$1796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捷進英檢字彙 : 每週讀書計畫. 中級,
基礎篇 / 顧叔剛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堂奧圖書, 10901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5-4-5 (平裝
附光碟片) NT$365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Dr.TOEIC 多益教授的新制多益單字
＋片語＋句型＋模擬試題 / 金映權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1 .-- 7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37-9-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48
1.多益測驗 805.1895

捷進英檢字彙 : 每週讀書計畫. 中級,
進階篇 / 顧叔剛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堂奧圖書, 10901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5-5-2 (平裝
附光碟片) NT$365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全面突破新制多益 660 分的單字+文
法 / Dean Lia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化, 10901 .-- 12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637-4-2 (平裝
附光碟片) NT$1197
1.多益測驗 2.詞彙 3.語法 805.1895

捷進英檢字彙 : 每週讀書計畫. 初級
/ 張麗玉, 顧叔剛著 .-- 二版 .-- 臺中
市 : 堂奧圖書, 10901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5-3-8 (平裝
附光碟片) NT$365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勇奪新制多益 950 : 聽力／閱讀完整
3 回實戰訓練 / Yoo, su-you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1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875-9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超高命中率 GEPT 全民英檢初級、
單字、文法、片語+測驗攻略 / 喬英
華, 林文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
識, 10901 .-- 1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60-4-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127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制多益文法指南 / 李長穆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李長穆, 10901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6-7
(平裝) NT$180
1.多益測驗 2.語法 805.1895

超高命中率 GEPT 全民英檢初級初
試+複試+單字+文法+模擬試題 / 喬
英華, 林文琦, 何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我識, 10901 .-- 16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660-6-4 (平裝
附光碟片) NT$1526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TOEFL iBT 新制托福聽力高分指南
(附隨身版音檔) / YBM 編輯部作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3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8859-1 (平裝) NT$480
1.托福考試 2.考試指南 805.1894
托福高頻 2000 單字 / 洋碩美語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45-750-3 (平裝) NT$200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Collins 多益聽讀說寫全真測驗新制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作 ;
強勇傑, 林宜瑄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2 .-- 296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445-876-9 (平裝附光碟
片) NT$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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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多益練武功 擬真試題 15 回+
詳解 / Michael A. Putlack 等共著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 易可數
位行銷發行, 10901 .-- 336 面; 26 公
分 .-- (樂學 ; 7) .-- ISBN 978-98697882-8-1 (平裝) NT$37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 NE 能率英
文教育研究所作 ; 李永悌等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10901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4-31-9 (平裝) NT$780
1.多益測驗 805.1895
瞬間反應!記憶深,拿高分 : 金色多益
3500 必備單字 / 張慈庭著 .-- 初版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09-1
(平裝) NT$30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文學
旅行者的寫作課 : 從題材挖掘、塑
造觀點到改稿,寫出旅行見聞的深度、
廣 度 和 溫 度 / 彼 得 . 切 爾 森 (Peter
Chilson), 喬 安 .B. 穆 卡 希 (Joanne B.

Mulcahy)著 ; 游懿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02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704-9 (平裝)
NT$380
1.寫作法 2.旅遊文學 811.35
傳記研究論集 / 鄭尊仁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310 面; 23
公分 .-- (史學研究叢書. 人物傳記叢
刊 ; 601002) .-- ISBN 978-986-478-3342 (平裝) NT$500
1.傳記寫作法 2.文學評論 811.39
譯者的難題 : 美國翻譯名家的九堂
翻 譯 課 / 馬 克 . 波 利 佐 蒂 (Mark
Polizzotti)作 ; 方淑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Viewpoint ; 101) .-- ISBN 978-986477-782-2 (平裝)
1.翻譯 811.7
英日小說對比評析 / 任世雍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812 .-- 400
面; 21 公分 .-- (西洋文學 ; 29) .-ISBN 978-957-445-875-2 ( 平 裝 )
NT$380
1.近代小說 2.現代小說 3.文學評論
812.7
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 別冊:索
引 / 李奭學, 林熙強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812 .-- 352
面; 26 公分 .-- (文學與宗教研究叢
刊 ; 10) .-- ISBN 978-986-5432-27-0
(精裝) NT$600
1.宗教文學 2.翻譯 3.天主教 4.明代 5.
索引 815.6021

中國文學
尤里西斯的狗 / 黃以曦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人, 10901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951-1-1
(平裝) NT$450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南區八校中文研究所碩博士論文研
討會論文集. 第四十一屆 / 林文翔等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中文
系研究生學會, 10812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87-0-0 (平
裝)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生存困境的反思 : 中國文學與文化
心理 / 謝錦桂毓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1 .-- 512 面; 21 公分 .-- (不
歸類 ; 160) .-- ISBN 978-986-344-7344 (平裝) NT$520
1.中國文學 2.文化研究 3.文學評論
820.8
中國近代文學史料彙編. 第三輯 / 陳
謙, 楊蓮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86-7127-53-2 (全套:平裝) NT$20000
1.中國文學史 2.近代文學 3.史料
820.9
在勞績中安居 : 晚明園林文學與文
化 / 曹淑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人社 高研院 東亞 儒學研 究中心 ,
10812 .-- 578 面; 21 公分 .-- (東亞儒
學研究叢書 ; 29) .-- ISBN 978-9865452-11-7 (精裝) NT$600
1.明代文學 2.文藝評論 3.園林建築 4.
文化研究 820.906
在情志之外 : 六朝詩的多元面向 / 朱
錦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2 .-- 230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
究叢書 ; 402010) .-- ISBN 978-986478-333-5 (平裝) NT$500
1.中國詩 2.詩評 3.六朝文學
820.9103
明代宗教雜劇研究 / 柯香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812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01-4-9 (平裝) NT$500
1.明代雜劇 2.戲曲評論 820.9406
修辭與敘事 : 宋元話本小說的修飾
書寫 / 金明求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1 .-- 236 面; 23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311)(文學
視界 ; 110)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72-0 (平裝) NT$370
1.宋元話本 2.敘事文學 3.文學評論
820.9705
*詩階述唐選講 / 徐醒民講 .-- 彰化
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649-933 (下冊:平裝)
1.中國詩 821.4
詩論 / 朱光潛著 .-- 2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1 .-- 250 面; 19 公分 .-- (名
家掌中書 ; 2) .-- ISBN 978-957-763810-6 (平裝) NT$380
1.中國詩 2.詩評 8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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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句課 / 蕭蕭, 曾秀鳳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812 .-- 21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332)(臺
灣詩學論叢 ; 17) .--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5-5 (平裝) NT$270
1.中國詩 2.詩評 821.886

中國文學總集
半小時漫畫唐詩 / 陳磊, 半小時漫畫
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00-3
(平裝) NT$350
1.唐詩 2.漫畫 831.4
唐詩選注 / 葛兆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01 .-- 4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08-5459-6 (精裝)
831.4
愛群詩選. 第一集 / 楊君潛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812 .-17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愛
群詩詞叢集 ; 1301B01) .-- ISBN 978986-478-337-3 (平裝) NT$280
831.86
大學國文好好用 / 逢甲大學國語文
教學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1 .-- 400 面; 23 公分 .-- 試行
版 .-- ISBN 978-957-763-826-7 (下冊: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新譯賈長沙集 / 林家驪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200 面;
21 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6784-9 (平裝)
842.1
李清照集 / (宋)李清照著 ; 王仲聞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320 面; 23 公分 .-- (中文可
以更好 ; 52) .-- ISBN 978-986-477271-1 (精裝) NT$480
845.21
南洋魯迅 : 接受與影響 / 思想編委會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 356 面; 21 公分 .-- (思想 ;
39) .-- ISBN 978-957-08-5453-4 (平裝)
NT$360

1.周樹人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48.6
胡適全集 : 胡適文存 / 潘光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近史所出
版 : 胡適紀念館發行, 10812 .-- 冊 .-ISBN 978-986-5432-21-8 (第 1 集:精
裝) .-- ISBN 978-986-5432-22-5 (第 2
集:精裝) .-- ISBN 978-986-5432-23-2
(第 3 集:精裝) .-- ISBN 978-986-543224-9 (第 4 集:精裝)
848.6
胡適作品選集 / 王晴天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876-6 (平
裝) NT$380
1.胡適 2.學術思想 3.臺灣傳記
848.6
蝸牛在荊棘上 : 路翎及其作品研究 /
宋玉雯作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
版社, 10901 .-- 440 面; 21 公分 .-- (左
翼文學書寫政治系列) .-- ISBN 978957-8614-39-0 (平裝) NT$450
1.路翎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論爭與推激 : 學杜的多元面向 / 廖美
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1 .-- 528 面; 21 公分 .-- (典範集
成.文學 ; 12) .-- ISBN 978-957-172306-8 (精裝)
1.(唐)杜甫 2.唐詩 3.詩評 4.文學評論
851.4415
兩個人的地老天荒 / 鄭迪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01 .-336 面; 19 公分 .-- (Sunny ; 27) .-ISBN 978-986-98560-0-3 ( 平 裝 )
NT$400
851.486
狀態 : IV: 邱振中詩集 / 邱振中 .-- 新
北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藝數位發行,
109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7-176-1 (平裝)
851.486
淡水月亮 / 陸穎魚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一人, 10901 .-- 224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7951-0-4 ( 平 裝 )
NT$380
851.486

無詩之詩 : 1983-2019 作品選 / 正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12 .-- 158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
詩叢 ; 145) .-- ISBN 978-986-314-5028 (平裝) NT$240
851.486
無詩之詩 : 1983-2019 作品選 / 正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12 .-- 158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
詩叢 ; 145)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314-503-5 (平裝) NT$240
851.486
大學故事 / 劉燁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1-0 (平裝) NT$250
855
大雜燴 / 唐魯孫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大地,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唐魯孫先生作品集 ; 3) .-- ISBN 978986-402-328-8 (平裝) NT$250
855
心格 : 綠色磨礪的視角 / 唐明著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02 .-32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6)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8560-10 (平裝) NT$400
855
中學故事 / 劉燁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1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73-0 (平裝) NT$250
855
老古董 / 唐魯孫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大地,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唐魯孫先生作品集 ; 1) .-- ISBN 978986-402-326-4 (平裝) NT$250
855
我香港,我街道 / 香港文學館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2 .-- 4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759-9 (平裝)
NT$450
855
英雄命運 : 章凝散文集 / 章凝著 .-初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1 .-- 25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324)(秀文學 ; 3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74-4 (平裝)
NT$320
855
75

黑日 / 韓麗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9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35-9-7 (平
裝) NT$380
855
智趣短信 1300 條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1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72-3 (平裝) NT$300
855
醒來的世界 / 亞然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068-1 (平裝)
NT$280
855
探索<<世說新語>> / 蕭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叢書 ;
10) .-- ISBN 978-986-5633-91-2 (平裝)
NT$360
1.世說新語 2.研究考訂 857.1351
唐人小說 / 柯金木編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1 .-- 3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4-6776-4
(平裝)
857.14
今古奇觀. 四, 亂點鴛鴦 / 抱甕老人
原著 ; 曾珮琦編註 .-- 初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圖說經典 ; 38) .-- ISBN 978-986-178510-3 (平裝) NT$299
857.41
漫畫三國演義 / SND Corporation 圖.
文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01 .-- 22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658-288-2 (第 1 冊:平裝)
NT$320
1.三國演義 2.漫畫 857.4523
圖解三國演義 / 羅貫中原著 ; 吳羽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9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35-0 (平裝)
857.4523
西遊記 / 吳承恩原著 ; 魯冰改寫 ; 朱
延齡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2 .-- 232 面; 25 公分 .-- (孩子的
經典花園) .-- ISBN 978-957-08-5464-0
(平裝)
857.47
金瓶本色 : 你愛的是耽溺,還是沉淪 /
蔡詩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

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看世
界的方法 ; 166) .-- ISBN 978-98698188-6-5 (平裝) NT$350
1.金瓶梅 2.研究考訂 857.48
禁獵童話. IV : 歿世聖戰 / 海德薇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1 .-- 294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4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74-0 (平裝) NT$340
857.57
沒有星星,夜不滾燙 / 榛生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289-9 (平裝)
NT$340
857.63
紅玫瑰與白玫瑰 : 短篇小說集. 二,
一九四四-四五年 / 張愛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張愛玲典藏 ; 2) .-- ISBN
978-957-33-3506-1 (平裝)
857.63
短信小說 30 篇 / 劉燁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1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34-1 (平裝) NT$300
857.63
Who are you? / 吃素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0812 .-- 冊 .-ISBN 978-986-97362-6-8 (全套:平裝)
857.7
人偶相公 / 流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0902 .-- 25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361-791-4 (平裝)
857.7
三平米房間 / 賢三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0812 .-- 冊 .-ISBN 978-986-97362-7-5 (全套:平裝)
857.7
大宅嬌女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1201-E81202) .-- ISBN 978957-788-742-9 (上冊: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743-6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三喜 / WingYing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簡) .-- 簡體
字版 .-- ISBN 978-986-505-082-5 (平
裝) NT$380
857.7

小農悍婦 / 木子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0601-E80603) .-- ISBN 978957-788-729-0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30-6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31-3
(卷 3:平裝) NT$260
857.7
天下第二人 / 田歌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冊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81-8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6-282-5 (第 2 冊:平裝) NT$299 .-ISBN 978-986-516-283-2 (第 3 冊:平裝)
NT$299 .-- ISBN 978-986-516-284-9
(第 4 冊:平裝) NT$299
857.7
少年心理師 / 風念南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55-3 (第 1
冊:平裝) NT$240
857.7

NT$250 .-- ISBN 978-986-509-083-8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冰糖燉雪梨 / 酒小七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 冊 .-- ISBN
978-986-361-794-5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795-2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797-6 (全套:
平裝)
857.7
我有百萬億分身 / 重劍無鋒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冊 .-- ISBN 978-986-515-152-2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53-9 (第 2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154-6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我的前半生 / 亦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0903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793-8 (平裝)
857.7

中國夢 / 馬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自由文化, 10901 .-- 20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84799-6-8 ( 平 裝 )
NT$300
857.7

我的軍閥爺爺 / 段丹如, 天涯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正道出版社,
10901 .-- 8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91-0-3 (平裝) NT$500
857.7

少爺的小暖爐 / 桂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2 .-- 冊 .-- (藍
海 系 列 ; E79601-E79602) .-- ISBN
978-957-788-708-5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709-2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我的學生是妖孽. 1 / 蓮洛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85-0 (平裝) NT$240
857.7

玄奘西行記 / 李爭平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2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9-3 (平裝) NT$400
857.7
全世界都在刷讓我們在一起 / 雨田
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911 (上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192-8 (中冊:平裝) NT$240 .-ISBN 978-986-515-193-5 (下冊:平裝)
NT$240
857.7
守財小妻 / 忘憂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2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82-1 (上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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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妻鎮宅 / 初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0901-E80904) .-- ISBN 978957-788-734-4 (卷 1:平裝) NT$250 .-ISBN 978-957-788-735-1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736-8
(卷 3: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737-5 (卷 4:平裝) NT$250
857.7
見雪深 / Funny2333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1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30-64 (平裝)
857.7
沖喜得良緣 / 長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1101-E81103) .-- ISBN 978957-788-739-9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40-5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41-2
(卷 3:平裝) NT$260
857.7
我喜歡你的信息素 / 引路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2 .-- 冊 .-- ISBN 978-986-98530-3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530-4-0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530-5-7 (全套:平裝)
857.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2 : 金娃娃 / 夜不
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0812 .-- 256 面; 21 公分 .-- (夜不
語作品) .-- ISBN 978-957-741-252-2
(平裝) NT$180
857.7
金風玉露 / WingYing 著 .-- 初版 .-新北市 : 威向, 10901 .-- 32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簡)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505-083-2
(平裝) NT$380
857.7
武神訣 / 乘風破浪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5-141-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42-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43-0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妻運亨通 / 暮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1401-E81405) .-- ISBN 978957-788-747-4 (卷 1:平裝) NT$250 .-ISBN 978-957-788-748-1 (卷 2: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749-8
(卷 3: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88-750-4 ( 卷 4: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57-788-751-1 (卷 5:平裝)
NT$250
857.7
流金歲月 / 亦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0903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792-1 (平裝)
857.7
美味醫妻 / 小花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0101-E80103) .-- ISBN 978957-788-718-4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19-1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20-7
(卷 3:平裝) NT$260

857.7
侯爺養閒妻 / 安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0401-E80403) .-- ISBN 978957-788-725-2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26-9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27-6
(卷 3:平裝) NT$260
857.7
星際首席檢察官 / YY 的劣跡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90-7 (平裝)
857.7
思緒萬千 / 高台樹色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08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62-82 (平裝)
857.7
差三歲 / 羅再說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2 .-- 408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8530-2-6 (精裝)
857.7
陛下騙婚 / 笛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2 .-- 冊 .-- (藍海
系列 ; E79501-E79503) .-- ISBN 978957-788-705-4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06-1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07-8
(卷 3:平裝) NT$260
857.7
凍蒜!就算在異世界也要贏得選舉! /
D51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7914-1 (第 3 冊:平裝)
857.7
神隱志 / 樂曉鴿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812 .-- 6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62-8 (精裝)
857.7
修羅帝尊 / 孤單地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39-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40-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41-1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娶妻金滿堂 / 祝卿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
77

海 系 列 ; E80701-E80702) .-- ISBN
978-957-788-732-0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733-7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庶命冤家 / 甘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2 .-- 冊 .-- (藍海
系列 ; E79701-E79705) .-- ISBN 978957-788-710-8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11-5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12-2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13-9 ( 卷 3: 平 裝 ) NT$260 .-ISBN 978-957-788-714-6 (卷 3:平裝)
NT$260
857.7
這隻妖狐是笨蛋 / 思寧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5-186-7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187-4
(第 2 冊:平裝) NT$240
857.7
陳傷 / 回南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 譜 文 化 出 版 社 , 10902 .-- 冊 .-ISBN 978-986-98530-8-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8530-9-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663-0-9
(全套:平裝)
857.7
絕天武帝 / 蒼天霸主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42-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243-5
(第 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244-2 (第 3 冊:平裝) NT$170
857.7
握雪 / 月半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1 .-- 1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30-7-1 (平
裝)
857.7
富貴不求人 / 塵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2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079-1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9-080-7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09-081-4 (第 3 冊:平裝) NT$270
857.7
虛擬相連 : 縈繞虛實的牽絆 / 千藤紫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812 .-- 216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62)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35-3 (平裝) NT$260
857.7
喜寶 / 亦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61-784-6 (平裝)
857.7
雷峯塔 / 張愛玲作 ; 趙丕慧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張愛玲典藏 ; 9) .-- ISBN
978-957-33-3507-8 (平裝)
857.7
嗆辣農家媳 / 大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1301-E81303) .-- ISBN 978957-788-744-3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745-0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746-7
(卷 3:平裝) NT$260
857.7
與晉長安 / 九鷺非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0-8 (上
卷:平裝)
857.7
與晉長安 / 九鷺非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9-1 (下
卷:平裝)
857.7
福貴閒妃 / 心月瀾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812 .-- 冊 .-- (藍海
系列 ; E79301-E79302) .-- ISBN 978957-788-703-0 (上冊: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704-7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銻星殞滅 / 3 農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文化傳播發行,
10812 .-- 146 面; 19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98507-2-8 (平裝)
NT$240
857.7
廚娘很有事 / 不吐泡的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02 .-- 冊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077-7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078-4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貓語人 : 信長的預知夢 / 譚劍著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1 .--

296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10) .-ISBN 978-986-319-460-6 ( 平 裝 )
NT$270
857.7

986-467-214-1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15-8
(第 8 冊:平裝) NT$250
857.7

鴻福小奴婢 / 雀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冊 .-- (藍海
系列 ; e80301-E80302) .-- ISBN 978957-788-723-8 (上冊: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724-5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魔道祖師番外集 / 墨香銅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02 .-144 面; 21 公分 .-- (Ps ; P263) .-- ISBN
978-986-494-172-8 (平裝) NT$220
857.7

縱橫天下 / 花家大少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喜月科技, 10903 .-- 6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97-0-6 (平
裝) NT$200
857.7
醫統江山 / 石章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902 .-- 冊 .-- ISBN
978-986-352-797-8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798-5
(第 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799-2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00-5
(第 10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801-2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02-9
(第 12 冊:平裝) NT$270
857.7
簪纓問鼎 / 捂臉大笑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 10812 .-- 冊 .-- (蘭
陵集系列) .-- ISBN 978-957-8749-83-2
(第 3 卷:平裝) NT$330 .-- ISBN 978957-8749-84-9 (第 4 卷:平裝) NT$330
857.7
羅馬 / 虹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九歌
文庫 ; 1322) .-- ISBN 978-986-450276-9 (平裝) NT$420
857.7
顧盼成歡 / 莞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佑文化, 10901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404-411) .-- ISBN 978986-467-208-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09-7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10-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11-0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12-7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13-4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78

靈媒師重生 / 蓮洛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88-1 ( 上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86-515-189-8
(中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190-4 (下冊:平裝) NT$240
857.7
品金庸 / 陳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2 .-- 冊 .-- ISBN 978986-352-794-7 (上冊:平裝) NT$280 .-ISBN 978-986-352-795-4 (下冊:平裝)
NT$280
1.金庸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57.9
挑燈看劍 : 武俠小說史話 / 林遙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1 .-- 冊 .-ISBN 978-986-352-791-6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352-792-3
(下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352-793-0 (全套:平裝)
1.武俠小說 2.文學評論 857.9

兒童文學
千年夜市的美食祕境 : 開封 / 荊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901 .-- 160 面; 23
公 分 .-- ( 青 少 年 行 腳 系 列 ;
NTH007) .-- ISBN 978-986-499-080-1
(平裝) NT$320
859.6
海上絲路的奇幻之旅 : 廣州 / 荊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0901 .-- 156 面; 23 公分 .-- (青少年
行腳系列 ; NTH008) .-- ISBN 978986-499-084-9 (平裝) NT$320
859.6

東方文學
記憶與認同 : 灣生鈴木怜子及其<<
南風如歌>>研究 / 蔡知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2 .-- 20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臺灣
文學叢刊 ; 810011) .-- ISBN 978-986478-327-4 (平裝) NT$500
1.日本文學 2.文學評論 86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歌大觀.
第一卷 / 池宮正治等主編 ; 赤嶺守,
張維真, 陳碩炫等譯 .-- 臺北市 : 臺
大圖書館, 10902 .-- 410 面; 26 公分 .- (臺灣大學典藏全文刊本 ; 7) .-ISBN 978-986-5452-12-4 ( 精 裝 )
NT$1200
861.3
祕密 / 谷崎潤一郎作 ; 王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道 ; LT30) .-- ISBN
978-986-227-274-9 (平裝) NT$360
861.478
29 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
事與願違!? / リュート作 ; 曹茹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539-2 (第 10 冊:平裝)
861.57

書 ; 第 4813 種)(大賞 ; 116) .-- ISBN
978-957-33-3505-4 (平裝)
861.57
下町火箭 : 八咫鳥 / 池井戶潤著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2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20 種)(大賞 ; 117) .-- ISBN
978-957-33-3509-2 (平裝) NT$450
861.57
口是心非的冰室同學 : 從好感度 100
％開始的毒舌女子追求法 / 広ノ祥
人作 ; 許昆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49-1 (第 3 冊:平裝)
861.57
千劍魔術劍士. 2, 無敵傭兵於安寧之
森征討強魔 / 高光晶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2-1 (平裝)
861.57

Fate/Apocrypha. 4, 熾天之杯 / 東出祐
一郎作 ;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4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545-3 (平裝)
861.57

少女病 : 田山花袋作品選. 一 / 田山
花袋作 ; 韓宛庭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柳橋出版, 10901 .-- 176 面; 15 公
分 .-- (花鳥風月 ; 4) .-- ISBN 978-98698604-0-6 (平裝) NT$280
861.57

LV999 的村民 / 星月子猫作 ; 李漢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406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43-9 (第 6 冊:平裝)
861.57

日本文豪的貓小說集 / 內田百閒等
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756-8 (平裝) NT$350
861.57

乃木坂明日夏的祕密 / 五十嵐雄策
作 ;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2 .-- 296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4-5 (第 2 冊:平裝)
861.57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1, 轉生公主
與古老之力 / 八ツ橋皓作 ; 九十九夜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9-4 (平裝)
861.57

八男?別鬧了! / Y.A 作 ; 李文軒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3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40-8 (第
14 冊:平裝)
861.57

公寓管理員的小情人 / 小林典雅作 ;
珞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0-0 (平裝)
861.57

下町火箭 : Ghost / 池井戶潤著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打造繁盛江戶的男人 / 門井慶喜作 ;
葉庭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小說緣
廊 ; 16) .-- ISBN 978-986-133-710-4
(平裝) NT$380
79

861.57
主編的條件 : 漫畫編輯的推理事件
簿 / 長崎尚志著 ; 陳嫻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
發行, 10902 .-- 3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214-3-8 ( 平 裝 )
NT$400
861.57
地下街的雨 / 宮部美幸著 ; 王華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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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264 面; 21 公分 .-- (宮
部美幸作品集 ; 66) .-- ISBN 978-9579447-58-4 (平裝)
861.57
再見了!深夜咖啡店 / 古內一繪作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16 種)(大賞 ; 117) .-- ISBN
978-957-33-3504-7 (平裝) NT$280
861.57
西野 :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
最強少年 / ぶんころり作 ;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64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8-3 (第 2 冊:平裝)
861.57
百萬王冠 / 竜ノ湖太郎作 ; 羅尉揚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76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1-4 (第 2 冊:平裝)
861.57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 りゅらせん
ひろつぐ作 ; 李殷廷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32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219-5 (第 6
冊:平裝)
861.57
那一天,朱音投身青空 / 武田綾乃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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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 (NIL ; 33) .-- ISBN 978-957-9447-591 (平裝) NT$320
861.57
村 上春樹一 百曲 / 栗原裕一郎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現, 10901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8-6-5 (平裝) NT$320

1.村上春樹 2.文學評論 3.文學與藝
術 861.57
希望之線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1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
庫 ; 82) .-- ISBN 978-986-5706-73-9
(平裝) NT$360
861.57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
しめさば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4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6-9 (第
3 冊:平裝)
861.57
雨樹之國 / 有川浩作 ; 許金玉譯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精選 LE) .-- ISBN
978-986-227-275-6 (平裝)
861.57
奇蹟寄物商 / 大山淳子著 ; 許展寧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楽読 ;
6) .-- ISBN 978-986-5509-07-1 (平裝)
NT$300
861.57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 / のの
原兔太作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9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57-743-548-4 (第 3 冊:平裝)
861.57
被虐的諾艾兒 Movement. 2, falling
down / カナヲ原作 ; 諸口正巳作 ;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90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7-6 (平裝)
861.57
惡人 / 吉田修一著 ; 王華懋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48 面; 21
公分 .-- (吉田修一作品集 ; 10) .-ISBN 978-986-344-726-9 ( 平 裝 )
NT$380
861.57
創始魔法師. 3, 文字的時代 / 石之宮
カント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546-0 (平裝)

861.57
創始魔法師. 4, 魔術的時代 / 石之宮
カント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56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43-547-7 (平裝)
861.57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87 (第 3 冊:平裝)
861.57

聖 女 魔 力 無 所 不 能 / 橘由 華 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02 .-- 23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544-6 (第 4 冊:平裝)
861.57

蹺蹺板怪物 / 伊坂幸太郎著 ; 王華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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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416 面; 21 公分 .-- (伊
坂幸太郎作品集 ; 28) .-- ISBN 978957-9447-57-7 (平裝) NT$450
861.57

新世紀福音戰士 ANIMA / カラ一原
作 ; 山下いくと作 ; 薛智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555-2 (第 2 冊:平裝)
861.57

戀愛至上都市的雙騎士 / 篠宮夕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02 .-- 370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0-7 (第 2 冊:平裝)
861.57

網絡英雄傳之黑客訣 / 郭羽, 劉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2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633-7-3 (平裝) NT$500
861.57

現在工作中 / 越智登代子文 ; 秋山友
子圖 ; 陳馨茹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1 .-- 76 面; 23X25 公
分 .-- (知識繪本 ; 14N) .-- ISBN 978986-5513-02-3 (精裝) NT$450
861.59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 聴
貓芝居作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 10902 .-- 冊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37-8 (第 15 冊:平裝) .-ISBN 978-957-743-538-5 (第 16 冊:平
裝)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41-5 (第 6 冊:平裝)
861.57
賭博師從不祈禱 / 周藤蓮作 ; 蔚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312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42-2 (第 4 冊:平裝)
861.57
噬血狂襲 APPEND. 2, 彩昂祭的晝與
夜 / 三雲岳斗作 ; 鄭人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32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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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裏世界遠足. 1, 兩人的怪異探險檔案
/ 宮澤伊織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7-0 (平
裝)
861.59
綿羊郵局局長的祕密 / 小手鞠琉衣
作 ; 土田義晴繪 ; 陳瀅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2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306-2 (平裝) NT$230
861.59
魔法醫. 2, 精靈森林與消失的王冠 /
南房秀久作 ; 小笠原智史繪 ; 蕘合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3 .-- 152 面; 21 公分 .-- (Much 讀
本 ; 67) .-- ISBN 978-957-521-390-9
(平裝) NT$220
861.59
露露菈菈的許願餅乾 / 安晝安子作 ;
蕘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2 .-- 72 面; 20 公分 .-- (露露和菈
菈 ; 25) .-- ISBN 978-957-521-389-3
(精裝) NT$240
861.59
招魂 : 高銀詩集 / 高銀作 ; 盧鴻金,
宋晶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90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9-6 (平裝) NT$330
862.51
寄生上流 : 原著劇本 / 奉俊昊, 韓珍
元, 金大煥著 ; 葛增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26-7-3
(平裝)
862.55
因為是父親,所以...... / 蘇在沅著 ; 胡
椒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
文化,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79-0-0 ( 平 裝 )
NT$300
862.57
我要活下去 : 韓國 MERS 風暴裡的
人們 / 金琸桓著 ; 胡椒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384 面; 21 公分 .-- (Story ; 30) .-ISBN 978-957-13-6326-4 ( 平 裝 )
NT$399
862.57
奔跑吧!爸爸 / 金愛爛著 ; 許先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Muses) .- ISBN 978-957-05-3248-7 ( 平 裝 )
NT$320
862.57
陽光先生 / 金銀淑劇本 ; 金洙蓮小
說 ; 黃秀華, 宋美芳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5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699-8 (平裝)
NT$420
862.57
敬愛的心意 / 金錦姬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2 .- 368 面; 21 公分 .-- (Muses) .-- ISBN
978-957-05-3247-0 (平裝) NT$360
862.57
莎士比亞繪本 / Lee, An 作 ; 陳馨祈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1 .-- 20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0-8 (精裝)
862.5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3, 巴黎 / 宋
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0901 .-- 160 面; 25 公分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283-7 (平裝) NT$300
862.59

有感覺 : 河正宇繪畫與生活隨筆集 /
河正宇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901 .-- 296
面; 20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22) .- ISBN 978-986-98621-1-0 ( 平 裝 )
NT$360
862.6
兩個韓國女子的對話 / 朴智賢, 徐琳
著 ; 蔡孟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 10902 .-- 384 面; 21 公分 .-- (Soul ;
9) .-- ISBN 978-986-179-588-1 (平裝)
NT$450
862.6
就算哭泣也不能改變什麼 / 朴俊著 ;
胡絲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169-9-1 ( 精 裝 )
NT$300
862.6
憂國之嘆與興國之想 : 越南近代知
識人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研究 / 羅
景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1 .-- 580 面; 21 公分 .-- (人文新
貴 ; 6) .-- ISBN 978-957-17-2310-5 (平
裝)
1.潘佩珠 2.小說 3.文學評論
868.3757
小詩磨坊. 菲華卷 / 心受主編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0812 .-- 16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秀詩人)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68-3 (平裝) NT$200
868.651

臺灣文學
台灣文學年鑑. 2018 / 蘇碩斌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812 .-- 6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1-8 (平裝) NT$450
1.臺灣文學 2.年鑑 863.058
見與不見「笠」詩社前緣發展及其
「現代性」探尋 / 阮美慧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3-967-6
(平裝) NT$30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4.臺灣文學
史 863.091
彰化宿儒吳德功古文研究 / 田啟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8-330-4 (平裝) NT$320
1.吳德功 2.臺灣文學 3.古典文學 4.
文學評論 863.2
巨靈 : 百年新詩形式的生成與建構 /
林秀赫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
典, 10812 .-- 476 面; 21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375)(臺灣詩學論叢 ;
15) .--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4-8 (平裝) NT$55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863.21
VUSAM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108 年
第二屆 / 梁秀娜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霧台鄉 : 屏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420-1-2 (平裝)
863.3

天狼星雙語詩選 : 對話 / 溫任平主
編 ; 潛默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 10901 .-- 34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175)(秀詩人 ;
41)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69-0 (平裝) NT$430
868.751

大武山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十八屆.
I / 吳明榮主編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811 .-- 264 面; 21 公分 .-(屏東縣文化資產叢書 ; 374) .-- ISBN
978-986-5426-12-5 (平裝) NT$220
863.3

陸與海之間 / 李彩琴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方山水文化, 1090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07-47 (平裝) NT$420
868.757

大武山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十八屆.
II / 吳明榮主編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811 .-- 208 面; 21 公分 .-(屏東縣文化資產叢書 ; 375) .-- ISBN
978-986-5426-13-2 (平裝)
863.3

孤獨症 / 陳釗霖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季風帶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季風帶 PLUS ; 1) .-- ISBN
978-986-97458-3-3 (平裝)
8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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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奇萊文學獎作品集 : 迷宮內在.
第 19 屆 / 須文蔚總編輯 .-- 花蓮縣
壽豐鄉 : 東華大學人社院, 10811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30-4-3 (平裝)
863.3

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 蕭
柏勳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
文化局, 10812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24-20-6 ( 平 裝 )
NT$200
863.3
高雄青年文學獎得獎集. 108 年 / 高
雄市立圖書館主編 .-- 高雄市 : 高市
文化局, 10812 .-- 4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16-29-4 ( 平 裝 )
NT$300
863.3
*國黌漢聲 :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漢
詩文選 / 簡宏逸編註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 108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79-99-3 (平
裝) NT$300
863.3
彰化縣臺語文學創作比賽優勝作品
專輯. 第十六屆 / 王詠如等編輯 .-彰化市 : 彰縣府, 108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40-7 (平
裝)
863.3
靜思湖文學獎作品集. 第三屆 / 趙善
如, 王國安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內埔鄉 : 屏東科大, 10812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86-1-9
(平裝)
863.3
榮安堂詩草 / 方榮欽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260 面;
21 公分 .-- (臺南文學叢書 ; L123) .-ISBN 978-986-5415-64-8 ( 平 裝 )
NT$350
863.4
貓 : 不羈的靈魂 / 秋陽作 .-- 初版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69-77 (精裝) NT$350
863.4
*Serendipity / 望海甘比作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811 .-- 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679-98-6
(平裝) NT$150
863.51
*子青詩作選 : 詩人的芒果乾 / 魯子
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
108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6-2-0 (平裝) NT$300
863.51

月光女孩 / 曾美滿著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縣府, 10812 .-- 135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17-3 (平裝)
NT$200
863.51

林鬱詩集選 : 臺灣之鷹 / 林鬱作 .-臺北市 : 活石文化,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15-2-6
(平裝) NT$250
863.51

月光情批 : 李桂媚台語詩集 / 李桂媚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812 .-- 10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272)(吹鼓吹詩人叢書 ;
4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66-9 (平裝) NT$200
863.51

春泥伴分花半分 : 台灣新俳壹百句 /
離畢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 10812 .-- 258 面; 21 公分 .-(語言文學類 ; PG2274)(台灣詩學同
仁詩叢 ; 1)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67-6 (平裝) NT$430
863.51

水昀塵瀾 / 馬凡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8-936-5 (平裝)
NT$350
863.51

故計重詩 / 林政言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林政言, 10812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40-6 (平裝)
NT$200
863.51

不枯萎的聲音 : 2019 臉書截句選 /
白靈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 10812 .-- 356 面; 21 公分 .-(語言文學類)(截句詩系 ; 4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55-3 (平裝)
NT$440
863.51

夏之戀 : 楊風的 100 首情詩 / 楊風詩
畫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 : 正港資訊
文化發行,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184-6 ( 平 裝 )
NT$260
863.51

如果你正讀著我 / 陳姵綾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9-5 (平裝) NT$490
863.51
我不是詩人 : 長柏詩集 / 陳長柏著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縣府,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30-3 (平裝) NT$280
863.51
我叫米克斯 : 華語、台語混搭詩集 /
蘇紹連著 .-- 新北市 : 遠景, 10812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91098-5 (平裝) NT$280
863.51
邪惡的純真 / 王小苗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柳橋出版, 10812 .-- 200 面; 19
公分 .-- (千尋未知 ; 1) .-- ISBN 978986-95606-9-6 (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95606-8-9 (精裝) NT$830
863.51
依.舊.詩 / 劉沛慈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812 .-- 122 面; 21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46) .-- ISBN 978-986-478-332-8
(平裝) NT$260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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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之軸 / 夏宇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不在場工作室, 1081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8-3
(平裝) NT$777
863.51
現代律絕 / 楊子澗著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縣府, 10812 .-- 15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16-6 (平裝)
NT$200
863.51
從此以後但不一定是永遠 / 遷徙動
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3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5-6 (平裝) NT$250
863.51
連陽光也無法偷聽 / 陳雋弘著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286-8 (平
裝) NT$360
863.51
萌 / 陳依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 10901 .-- 192 面; 19 公
分 .-- (LV ; 27) .-- ISBN 978-986-357172-8 (平裝) NT$350
863.51
紫色逗號 : 蕓朵詩集 / 蕓朵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景 深 空 間 設 計 ,
10902 .-- 144 面; 20 公分 .-- (詩意雅

集 ; 7) .-- ISBN 978-986-97433-0-3 (平
裝) NT$320
863.51
等待清晨的第一聲啼 / 歐韻明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54-9 (平裝) NT$250
863.51
無蜜的蜂群 / 宋尚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 10901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592-7-4 (精裝)
863.51
詩心自用 / 林政言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林政言, 10812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53-6 (平裝)
NT$200
863.51
詩的踉蹌 / 林政言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林政言, 10812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54-3 (平裝)
NT$200
863.51
詩寫台灣 : 台灣泥土台灣詩 / 呂自揚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河畔, 10812 .-272 面; 23 公分 .-- (臺灣叢刊)(呂自
揚作品) .-- ISBN 978-957-9266-60-4
(平裝) NT$450
863.51
諸天的眼淚 / 崎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land ; 294) .-- ISBN 978-986406-177-8 (平裝) NT$280
863.51
鎖在抽屜的情書 / 楊漢作 .-- 初版 .-高雄市 : 有圖氏藝術企業社, 108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54-0-1 (平裝) NT$320
863.51
釋圖@ : 鄭乃仁詩畫集 / 鄭乃仁作 .-臺南市 : 臺暉印刷設計, 10801 .-- 120
面 ; 29X29 公 分 .-- ISBN 978-98686427-5-1 (精裝) NT$1250
863.51
寂寞寂寞不好 / 馮勃棣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902 .-- 323 面;
21 公分 .-- (生活美學 ; 3) .-- ISBN
978-986-98686-0-0 (平裝) NT$300
863.54
一去不返的時光 我們都要好好道別
/ 古韻琳作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古韻琳, 10812 .-- 21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43-7373-4 ( 平 裝 )
NT$360
863.55

林思偕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3-969-0 (平裝) NT$350
863.55

*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優秀作品集.
108 年 / 洪資兆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岡山高中, 10812 .-- 234 面; 30 公
分 .-- (圖書館叢書 ; 11) .-- ISBN 978986-5451-03-5 (平裝)
863.55

季瑩圖文集 / 賴季瑩圖文編輯 .-- 高
雄市 : 仁富文化,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340-5-3 (精
裝)
863.55

中州瑣記. 一 / 林隆堯著 .-- 新北市 :
松根, 10812 .-- 3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122-2-1 ( 平 裝 )
NT$480
863.55
*日照枋寮坑溪 / 劉素霞作 .-- 新北
市 : 遠景,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9-1096-1 ( 平 裝 )
NT$290
863.55
白樺.菩提.避邪符 : 林義雄俄羅斯、
印度日記 / 林義雄作 .-- 二版 .-- 宜蘭
縣五結鄉 : 慈林教育基金會, 10901 .- 1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4624-2-6 (精裝) NT$280
863.55
老師的回家功課 : 電影裡的素養札
記 / 李威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耶
魯國際文化, 10812 .-- 224 面; 21 公
分 .-- (易讀書坊 ; E032) .-- ISBN 978986-98050-2-5 (平裝) NT$240
863.55
回憶與隨筆 : 我的東西南北 Talk / 徐
源暄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1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10-6-1 (平裝) NT$450
863.55
我在水裡的日子 / 渺渺作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9) .-ISBN 978-986-507-078-6 ( 平 裝 )
NT$350
863.55
那些年,和黃春明同在一起的日子 /
林瑞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2 .-- 30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
活叢書. 藝文采豐 ; 1306026) .-- ISBN
978-986-478-336-6 (平裝) NT$500
863.55
我願與你同行 : 伴你走過生命幽谷,
一位小兒科醫師寫給生命的情書 /
83

致我己,幾樣禮 : 現代散文創作教學
演繹 / 吳亭儀等作 ; 田運良主編 .-新北市 : 我己文創,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76-3-8
(平裝) NT$280
863.55
穿著一隻靴子的老虎 / 廖玉蕙著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2 .-- 272
面; 21 公分 .-- (廖玉蕙作品集 ; 19) .-ISBN 978-986-450-278-3 ( 平 裝 )
NT$300
863.55
浮生散記 / 陳維信著 .-- 臺北市 : 古
月出版,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677-3-6 (平裝)
863.55
高頻率心靈札記 / 詹玄塘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長坊國際, 10901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20-0-4 (平裝) NT$380
863.55
張妙如手記 : 歐美隱藏版. 2016-2019
/ 張妙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
文化, 10901 .-- 204 面; 20 公分 .-(catch ; 249) .-- ISBN 978-986-5406-448 (平裝) NT$300
863.55
這杯咖啡溫度剛好 / 張曉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張曉風作品集 ; 14) .-ISBN 978-986-450-275-2 ( 平 裝 )
NT$280
863.55
斜陽外 / 黃光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 10901 .-- 322 面; 21 公
分 .-- (當代名家 ; 87) .-- ISBN 978986-97555-9-7 (平裝) NT$380
863.55
散步去蒙田 / 阮慶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0902 .-- 200 面; 21 公
分 .-- (九歌文庫 ; 1321) .-- ISBN 978986-450-277-6 (平裝) NT$200

863.55
菜根香又香 : 養浩軒隨筆 / 邱各容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812 .-- 183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16) .-- ISBN 978-986-314-500-4
(平裝)
863.55
閒談之中有意思 / 俊欉子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1-9 (平裝) NT$350
863.55
歲月行腳 : 健群小品. 第四集 / 吳信
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1 .-- 28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20) .-- ISBN 978-986-314-504-2
(平裝) NT$400
863.55
詩文與共 / 林政言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林政言, 10812 .-- 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55-0 (平裝)
NT$200
863.55
歲月靜好 : 蔣勳 : 日常功課 / 蔣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 320 面; 19 公分 .-- (作家作
品集 ; 91) .-- ISBN 978-957-13-5606-8
(平裝) NT$420
863.55
瑜伽這檔事 / 張以昕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65) .-ISBN 978-986-98188-7-2 ( 平 裝 )
NT$350
863.55
愛欲京都 / 姚巧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 10902 .-- 2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05-2 (平裝)
NT$350
863.55
瘋雞集 : 我在烈嶼時期の隨筆 / 陳俊
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8-8 (平裝) NT$250
863.55
廚房涼涼.在書房燒煮日常 / 吳柳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1 .-272 面 ; 21 公 分 .-- ( 九 歌 文 庫 ;
1320) .-- ISBN 978-986-450-274-5 (平
裝) NT$320
863.55

樂齡寫作趣,上課囉! / 王素真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2 .-213 面; 21 公分 .-- (現代文學 ; 8) .-ISBN 978-957-9267-48-9 ( 平 裝 )
NT$280
863.55
謙卑的力量 : 放下,才是真正的抵達 /
吳若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50-6 (平裝) NT$350
863.55
樂在其中 : 趣文妙語大放送 / 陳忠本
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陳忠本,
109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76-5 (平裝) NT$200
863.56
七鐘湮滅.騎士之死 / 叩叩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812 .-- 274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71)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36-0 (平裝)
NT$330
863.57
上司好悶騷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812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09-8 (平裝) NT$190
863.57
小魚康樂.騎士學藝 / 牧童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01 .-- 274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63)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37-7 (平裝)
NT$330
863.57
夫人裙下 / 希澄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PO 小 說 ; 43) .-- ISBN 978-98698103-5-7 (平裝) NT$280
863.57
幻城微光 / 廖宏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
分 .-- (Story ; 31) .-- ISBN 978-957-136734-7 (平裝) NT$330
863.57
*天國宴席 / 林唯倫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8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01-3 (平裝) NT$320
863.57
叮咚!您的包裹請簽收 / 北府店小二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84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3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72-6 (平裝) NT$350
863.57
囚籠之罪 / 夜煒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1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2-8 (平裝) NT$190
863.57
台灣血皇帝 / 賴祥蔚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小說 ; 85) .-- ISBN 978957-13-6699-9 (平裝) NT$350
863.57
台灣異聞錄 / 二師兄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有方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美 ; 5) .-- ISBN 978986-97921-3-4 (平裝) NT$330
863.57
有一種寂寞是你忘了怎麼愛我 / 雪
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網路
小說 ; 285) .-- ISBN 978-986-477-7815 (平裝) NT$260
863.57
江山易,紅顏不改 / 吉卜勒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94-2 (平裝) NT$300
863.57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
後日談 / 羽宸寰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2 .-- 2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8278-3 (平裝)
863.57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
前傳 / 羽宸寰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188-5 (平裝)
863.57
自私的男人 / 汶莎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65-8
(平裝) NT$260
863.57
安娜. 卷一 : 新台灣 / 陳小新著 .-- 二
版 .-- 臺南市 : 陳鴻翔, 109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39 (平裝) NT$380
863.57
艾儂儂 / 王竹語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王竹語出版社,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58-6-7
(平裝) NT$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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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28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6-) .-- ISBN 978-98698651-0-4 (第 2 冊:平裝) NT$240
863.57
妖刀與天劍 / 上官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01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700-1 (平裝)
NT$460
863.57
杜小悅的異想 1985 / 湯素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
化發行, 10902 .-- 3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603-1-4 (平裝)
863.57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九-卷十, 昔年 /
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使出版
國際文化,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水泉作品) .-- ISBN 978-986-980521-6 (下冊:平裝) NT$229
863.57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 / 林庭毅著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901 .-- 256 面; 256 公
分 .-- ISBN 978-986-5514-03-7 (平裝)
NT$320
863.57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番外, 無盡之夜 /
藍旗左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61-796-9 (平裝)
863.57
我的愛情生活 / 凌兮兮作 .-- 初版 .-[彰化 縣福 興鄉 ] : 喵 喵屋 工作 室,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3-5 (平裝) NT$190
863.57
我的鋼筆 / 貓爵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812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62-7
(平裝) NT$280
863.57

見鬼之校園鬼話. 5 / 汎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鬼物語 ; 22) .-ISBN 978-986-453-114-1 ( 平 裝 )
NT$250
863.57
雨之畫作 / 楊寒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5-150-8 (平裝)
NT$250
863.57
金主乖乖就範 / 宛姝作 .-- 初版 .-[彰化 縣福 興鄉 ] : 喵 喵屋 工作室 ,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0-4 (平裝) NT$190
863.57
金主退散 / 宛姝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1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4-2 (平裝) NT$190
863.57
來自遙遠明日的你 / Misa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71-66 (上冊:平裝) NT$270
863.57
武林末日記 / 田歌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冊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76-4 (上冊:
平裝) NT$299 .-- ISBN 978-986-516277-1 (下冊:平裝) NT$399
863.57
初動心的那些年 / 喬寧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32) .-- ISBN
978-986-335-601-1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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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8805-1 (平裝)
863.5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8-4 (第 7
冊:平裝)
863.57
美.中.台之大對決 / 林登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901 .-85

192 面; 21 公分 .-- (What's vision) .-ISBN 978-986-98297-2-4 ( 平 裝 )
NT$250
863.57
南方從來不下雪 / 陳育萱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逗 點 文 創 結 社 ,
10902 .-- 224 面; 19 公分 .-- (言寺 ;
67) .-- ISBN 978-986-98170-2-8 (平裝)
NT$350
863.57
南北看 / 唐魯孫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大地,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唐魯孫先生作品集 ; 4) .-- ISBN 978986-402-329-5 (平裝) NT$250
863.57
炮灰要向上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魔豆文化, 10902 .-- 224 面; 20 公
分 .-- (fresh ; FS175-) .-- ISBN 978986-97524-9-7 (第 8 冊:平裝) NT$199
863.57
英明的惡龍閣下. 3, 與終於堪用的契
約者 / 林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071-5-9 ( 平 裝 )
NT$250
863.57
律政女王 : 華麗的變奏 / 雅豊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8-3 (平裝) NT$350
863.57
律政女王 : 魔鬼的顫音 / 雅豊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7-6 (平裝) NT$350
863.57
律政女王 : 魔鬼圓舞曲 / 雅豊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9-0 (平裝) NT$350
863.57
前後和後浪 / 周安儀著 .-- 初版 .-- 新
竹市 : 清大出版社, 10901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16-80-3
(平裝) NT$300
863.57
風神的玩笑 : 無鄉歌者江文也 / 朱和
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0901 .-- 336 面; 21 公分 .-- (文學

叢書 ; 619) .-- ISBN 978-986-387-3297 (平裝)
863.57

藝 ; 6) .-- ISBN 978-986-98662-0-0 (平
裝) NT$380
863.57

分 .-- ISBN 978-986-210-197-1 (平裝)
NT$400
863.57

皇商家的嬌妾 / 金晶作 .-- 初版 .-[彰化 縣福 興鄉 ] : 喵 喵屋 工作室 ,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5-9 (平裝) NT$190
863.57

恐怖時代心靈史 : 虛構世界的萬象
與回聲, 小說. 卷四, 非常國民 / 宋澤
萊等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320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7) .-ISBN 978-986-98662-1-7 ( 平 裝 )
NT$350
863.57

強制改造之愛慾聯邦 / 日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7-9 (平裝)
863.57

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 / 雪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6-0 (第 2 冊:平裝)
863.57
真 。愛的平 行宇宙 / 八番目字母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24 面; 19 公分 .-- (Love ;
29) .-- ISBN 978-957-13-6597-8 (平裝)
NT$280
863.57
針心愛上你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431) .-- ISBN 978986-335-600-4 (平裝) NT$210
863.57
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 / 崑崙著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02 .-36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26) .-ISBN 978-986-98373-4-7 (平裝)
863.57
恐怖時代心靈史 : 虛構世界的萬象
與回聲, 小說. 卷一, 白色恐怖的年代
/ 郭松棻等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 424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
藝 ; 4) .-- ISBN 978-986-98497-8-4 (平
裝) NT$380
863.57
恐怖時代心靈史 : 虛構世界的萬象
與回聲, 小說. 卷二, 記憶與陳述 / 朱
天心等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352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5) .-ISBN 978-986-98497-9-1 ( 平 裝 )
NT$380
863.57
恐怖時代心靈史 : 虛構世界的萬象
與回聲, 小說. 卷三, 國家機器下無力
的人 / 舞鶴等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

鬼怨 / 賤男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
空數位圖書, 10812 .-- 1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19-64-1 (平裝)
NT$300
863.57
留時里 / 文刀莎拉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902 .-- 160 面; 21 公
分 .-- (釀小說 ; 113) .-- BOD 版 .-ISBN 978-986-445-375-7 ( 平 裝 )
NT$230
863.57
笑容崩壞的她們與不能露出破綻的
我 / 甜咖啡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7938-7 (第 1 冊:平裝)
863.57
浮雲千山 : 能言石傳奇系列 / 葉桑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01 .-- 244 面; 21 公分 .-- (要冒險 ;
6) .-- ISBN 978-986-6992-38-4 (平裝)
NT$300
863.57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1, 八尺大人 / 笭
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
城 ; 105) .-- ISBN 978-986-97944-9-7
(平裝) NT$300
863.57

御鬼師 / 滅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5-149-2 (第 1 冊:平裝)
NT$250
863.57
羞答答的老婆大人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
室,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07-4 (平裝) NT$190
863.57
專寵小毒妃 / 宋語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80201) .-- ISBN
978-957-788-722-1 (平裝) NT$290
863.57
陰魔傳 / 田歌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1 .-- 冊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78-8 (上冊:
平裝) NT$299 .-- ISBN 978-986-516279-5 (下冊:平裝) NT$399
863.57
*麻躐之洋瑪塔巴 / 蔚宇蘅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耶 魯 國 際 文 化 ,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易讀書
坊 ; 33) .-- ISBN 978-986-98050-3-2
(平裝) NT$280
863.57
*棘心 / 蘇雪林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成大研發基金會
發行, 10812 .-- 41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635-45-9 ( 平 裝 )
NT$420
863.57

現代墨者,選舉策略師 / 張雅屏作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 發行 ,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3-4 (平裝) NT$300
863.57

舒祈的靈異檔案夾 / 蝴蝶作 ; 古依平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0902 .-- 192 面; 23 公分 .-- (蝴蝶美
繪館 ; 2) .-- 藏愛插圖版 .-- ISBN 978986-7018-39-7 (平裝) NT$380
863.57

晝夜. 下 : 釋然魂 / C.C.詹金斯著 .-初版 .-- 新北市 : 博誌文化出版 : 博
碩文化發行, 10901 .-- 440 面; 21 公

盜戚君 / 桓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7919-6 (平裝)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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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桶娘子 / 零葉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081 (平裝) NT$190
863.57
畫假話,話真畫 / 王竹語作 .-- 初版 .-臺北市 : 王竹語出版社,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58-74 (平裝) NT$269
863.57

播, 10812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37-7-0 (平裝) NT$350
863.57
銀子的約定之延命藥妻 / 裘夢著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2 .-30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80001) .-- ISBN 978-957-788-721-4
(平裝) NT$280
863.57

富貴田園妻 / 寄秋著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 10812 .-- 288 面; 21 公分 .-(藍海系列 ; E79401) .-- ISBN 978-957788-715-3 (平裝) NT$280
863.57

銀 子的約定 之福氣小 算仙 / 千尋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2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79801) .-- ISBN 978-957-788716-0 (平裝) NT$290
863.57

曾 經他是整 個花花世 界 / 台北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02 .-- 304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27) .-- ISBN 978-986-98373-5-4 (平裝)
NT$340
863.57

銀子的約定之聚寶財妻 / 綠光著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812 .-28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79901) .-- ISBN 978-957-788-717-7
(平裝) NT$260
863.57

傀儡血淚及其他故事 / 許順鏜著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1 .-24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461-3 (平裝) NT$240
863.57

疑點重重的真相拼圖 : 案外案的冤
案辯護 / 鍾傑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玄古學庫發展, 10901 .-- 420 面; 21
公分 .-- (人與神之間的世界 ; 3) .-ISBN 978-986-98061-3-8 ( 平 裝 )
NT$399
863.57

葉公好龍 / 時羽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雲秦舊地, 10902 .-- 冊 .-- ISBN
978-986-98623-0-1 ( 上 冊 : 平 裝 )
NT$660 .-- ISBN 978-986-98623-1-8
(下冊:平裝) NT$615
863.57
遇時不候 : 誰是最愛 / 天真璐作 .-二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 10902 .-344 面; 20 公分 .-- (iN ; 01b) .-- ISBN
978-986-92790-7-9 (平裝) NT$380
863.57
鈴蘭花園,再回來的幸福 / 秋陽作 .-[宜蘭 縣羅 東鎮 ] : 北 極之 光文化 ,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168) .-- ISBN 978-986-98305-1-5
(平裝) NT$300
863.57
綻 / 胡瓊櫻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 10902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22-8-6 (平
裝) NT$480
863.57
奪人 ê 愛 : 藍春瑞台語小說集. 2 / 藍
春瑞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台語傳

製藥小農女 / 真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1 .-- 304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80501) .-- ISBN
978-957-788-728-3 (平裝) NT$260
863.57
殤九歌 : 幻.虛.真 3 / 御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98-3 (中卷:平裝)
863.57
線在.遇見你 : <<月下為愛墜落的祂
>>戲劇前傳小說 / 矮子作 .-- 1 版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7896-0 (平裝)
863.57
鄰家妹妹好推倒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30) .-ISBN 978-986-335-602-8 ( 平 裝 )
NT$22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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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途似錦下堂妻 / 陳毓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1 .-296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80801) .-- ISBN 978-957-788-738-2
(平裝) NT$280
863.57
龍藏 : 殺龍 / 維克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901 .-- 222 面; 21 公
分 .-- (釀奇幻 ; 40) .-- ISBN 978-986445-373-3 (平裝) NT$270
863.57
總裁大人很腹黑 / 凌兮兮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
室, 108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11-1 (平裝) NT$190
863.57
顛覆童話 / 草子信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5-151-5 (第 1
冊:平裝) NT$250
863.57
繼承者 / 顏岑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顏岑潔, 10902 .-- 43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19-2 (平裝)
NT$450
863.57
靈狐傳說 : 飄舞如雪 / 瑞雲作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0812 .-- 21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0-2-3 (平裝)
NT$320
863.57
九降風起 / 鄒敦怜文 ; 25 度圖 .-- 初
版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812 .-160 面; 21 公分 .-- (竹塹文化資產叢
書 ; 573) .-- ISBN 978-986-5421-17-5
(平裝) NT$250
863.59
大海的孩子 / 林加春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1 .-- 232 面; 21
公分 .-- (兒童文學 ; 48) .-- BOD 版 .-ISBN 978-986-98148-1-2 ( 平 裝 )
NT$280
863.59
天下第一班 / 王文華文 ; 陳虹伃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2 .-- 160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經典校園故
事 ; 1) .-- ISBN 978-957-9047-53-1 (平
裝) NT$280
863.59
天方夜譚 16 篇 / 梁曉林編著 .-- 新
北市 : 大智文化, 10902 .-- 128 面; 26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18) .-- ISBN
978-986-98111-4-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863.59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7-6
(平裝) NT$300
863.59

少年廚俠. 5, 陰謀與真相 / 鄭宗弦文 ;
唐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1 .-- 208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
下系列 ; 56) .-- ISBN 978-957-503540-2 (平裝) NT$280
863.59

穿越故宮大冒險. 4 : 蓮花式溫碗的
密碼 / 鄭宗弦著 ; swawa.com 繪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8-3 (平裝) NT$300
863.59

北湖寶藏多 / 蔡勝德文 ; 陳羿文圖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北湖社區發
展協會, 10901 .-- 60 面; 26 公分 .-(北湖社區故事集 ; 5) .-- ISBN 978986-90345-4-8 (平裝)
863.59

英雄英雄我愛你 / 何元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少年兒童, 10812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36-2-7 (平裝) NT$280
863.59

用點心學校. 11, 美食大樂團 / 林哲
璋文 ;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0-7 (平
裝) NT$280
863.59

晉晉的四年仁班 / 蔡宜容著 ; 蔡宜芳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小魯兒
童成長小說 ; BGF236R) .-- ISBN 978986-5513-00-9 (平裝) NT$290
863.59

君偉的節日報告 / 王淑芬文 ; 賴馬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2 .-- 20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5-7 (平裝) NT$280
863.59

草莓讀心術 / 林佑儒文 ; 法蘭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草莓心事三部曲 ;
3) .-- ISBN 978-957-9047-49-4 (平裝)
NT$280
863.59

怪怪作文大驚奇 / 謝鴻文文 ; 大尉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1 .-96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百匯 ;
18) .-- ISBN 978-957-9047-51-7 (平裝)
863.59

尋找頭城老作家 / 李潼文 ; 吳怡欣
圖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43-9 (平裝) NT$300
863.59

阿爸的午時水 / 蕭惠云文 ; 戴湞琪
圖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北湖社區
發展協會, 10901 .-- 60 面; 26 公分 .-(北湖社區故事集 ; 4) .-- ISBN 978986-90345-3-1 (平裝)
863.59

廖添丁傳奇 / 鄒敦怜著 ; 林鴻堯插
畫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168 面; 21 公分 .-- (傳奇故事系列) .-ISBN 978-957-08-5446-6 ( 平 裝 )
NT$220
863.59

玫瑰崗的祕密 / 林滿秋著 .-- 二版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05-4
(平裝) NT$320
863.59

誰要跟我去散步? / 林芳萍文 ; 陳盈
帆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902 .-- 64 面; 22X22 公分 .-( ; 小天下) .-- ISBN 978-986-479-920-6
(精裝) NT$450
863.59

穿越故宮大冒險. 1 : 翠玉白菜上的
蒙古女孩 / 鄭宗弦著 ; 諾維拉繪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6-9 (平裝) NT$300
863.59
穿越故宮大冒險. 2 : 肉形石的召喚 /
鄭宗弦著 ; 諾維拉繪 .-- 二版 .-- 臺北

劉羅鍋傳奇 / 管家琪作 ; 林鴻堯插
畫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812 .-160 面; 21 公分 .-- (傳奇故事系列) .-ISBN 978-957-08-5445-9 ( 平 裝 )
NT$220
8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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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家族. 1 : 龍女下凡 / 管家琪文 ;
邱千容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380-50-8
(平裝) NT$300
863.59
薩奇和小虎的奇遇旅程 : 幸福社區、
「語」你相「劇」-「社區繪本」 /
子懷澄風及社區所有工作人員文稿 ;
kuro 及社區所有工作人員繪圖 .-- 彰
化市 : 彰化生活美學館, 108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19 (精裝) NT$500
863.59
繪鬼菇的魔力 / 錵九九作 ; 嚕嚕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1 .-96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百匯. IV ;
1) .-- ISBN 978-957-9047-50-0 (平裝)
NT$210
863.59
臺 灣原 住民族 文學 獎得獎作 品集 .
108 年第 10 屆 / 林二郎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12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5-03-5 (平裝) NT$450
863.83
*我的獵人爺爺 : 達駭黑熊 / 乜寇.索
克魯曼文 ; 儲嘉慧圖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文化局, 10812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31-7 (精
裝) NT$350
863.859

西洋文學
莎士比亞名作全集 / 瑪麗蘭姆, 查爾
斯蘭姆原著 ; 蕭乾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遊目族文化, 10902 .-- 4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0-077-3 (精
裝) NT$320
873.4331
莎士比亞植物圖鑑 : 莎士比亞作品
中的花草、水果、種子和樹木 / 蓋
瑞特.奎利編著 ; 蕭寶森譯 .-- 初版 .-臺北市 : 啟明, 10902 .-- 3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592-8-1 (平裝)
NT$450
1.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2.文學 3.讀物研究 4.植物
圖鑑 873.4332

天使與昆蟲 / A.S.拜雅特(A.S. Byatt)
著 ; 李康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081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74-4 ( 平 裝 )
NT$480
873.57
看不見的圖書館. 4 : 失控的尋書任
務 / 珍 娜 薇 . 考 格 曼 (Genevieve
Cogman)著 ; 聞若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459-0 (平
裝) NT$340
873.57
浮華世界(全譯本) / 威廉.梅克比斯.
薩克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著 ;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2 .-- 冊 .-- (商周經典名著 ; 6566) .-- ISBN 978-986-477-777-8 (上冊:
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477778-5 (下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477-779-2 (全套:平裝)
873.57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2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0487-206 (平裝)
873.59
揚升之旅,與神同行 / 阮志金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1 .-128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358-945-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22
874.51
小婦人 / 露薏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作 ; 陳岡伯等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1 .-- 512 面; 21 公
分 .-- (iRead ; 120) .-- ISBN 978-957658-284-4 (精裝) NT$450
874.57
小婦人 / 露意莎.奧爾柯特原著 ; 莊
典亮改寫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
創,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西洋
經典文學 ; 1) .-- ISBN 978-986-981082-1 (平裝) NT$320
874.57

荒蕪年歲 / 約翰.哈威(John Harvey)
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東
美, 10812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01-8-9 (平裝) NT$400
873.57

太陽神試煉 : 暴君之墓 / 雷克.萊爾
頓(Rick Riordan)著 ; 王心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02-5
(平裝) NT$360
874.57

阿提米斯. 7 : 心魔上身 / 歐因.科弗
(Eoin Colfer)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0901 .-- 296 面;
21 公分 .-- (GN ; 37) .-- ISBN 978-98698617-0-0 (平裝) NT$320
873.59

光天化日 / 哈金著 ; 王瑞芸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68) .-- ISBN 978-957-13-7693-6 (平裝)
NT$300
874.57

祕密花園 /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
(Frances Eliza Hodgson Burnett)原著 ;
劉惠緩改寫 ; 蔡亞庭繪圖 .-- 二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3 .-- 280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305-5 (平裝)
NT$220
873.59

好兵 / 哈金著 ; 卞麗莎, 哈金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232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67) .-- ISBN 978-957-13-7397-3 (平裝)
NT$300
874.57

貓戰士外傳. XIII : 虎心的陰影 / 艾
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鐘岸真譯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3 .-- 376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ISBN 978986-443-971-3 (平裝) NT$399
873.59

華生的獨立探案 : 福爾摩斯家族.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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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Q 小說 ; FY1041) .-- ISBN 978-986235-806-1 (平裝) NT$370
874.57

魔法樹. 1, 遠的要命的遠遠樹 / 伊妮.
布萊敦(Enid Blyton)著 ; 林小杯繪 ;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

短距墜落 / 馬修.費茲西蒙斯作 ; 尤
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0901 .-- 464 面; 21 公分 .-89

(Storytella ; 92) .-- ISBN 978-957-741251-5 (平裝) NT$399
874.57
傷心咖啡館之歌 / 卡森.麥卡勒斯著 ;
小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31) .-- ISBN 978-957-13-6496-4 (精裝)
NT$350
874.57
落地 / 哈金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64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70) .-- ISBN 978957-13-7653-0 (平裝) NT$300
874.57
新郎 / 哈金著 ; 金亮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72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69) .-- ISBN
978-957-13-7461-1 (平裝) NT$300
874.57
零界點 / 達西.寇特斯著 ; 羅慕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785-3 (平裝)
874.57
瘋狂亞洲富豪. III : 遺產戰爭 / 關凱
文(Kevin Kwan)著 ; 陳思華譯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0901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781-5 (平裝)
874.57
福爾摩斯小姐. 2, 莫里亞提密碼 / 雪
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 楊佳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1 .-- 352 面; 21 公分 .-- (Light ;
13) .-- ISBN 978-986-319-462-0 (平裝)
NT$340
874.57
長腿叔叔 / Jean Webster 原著 ;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改寫 .-- 二版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77-3
(25K 平裝附光碟片) NT$270
874.59
孩子 /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on
Fitzek)著 ; 李宏濤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iFiction ; 84) .-- ISBN 978986-477-775-4 (平裝) NT$400
875.57
惡之華 / 夏爾.皮埃爾.波特萊爾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作 ; 郭宏安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02 .-496 面; 21 公分 .-- (經典 ; 1) .-- ISBN
978-986-227-276-3 (平裝)
876.51
蒙田隨筆集賞析 / 劉燁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1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59-4 (平裝) NT$300
876.6
拉封丹寓言故事 / Stefania Leonardi
Hartley 新編 ; Federica Nuccio 等繪 ;
蔡欣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0901 .-- 128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43-740-7 (精裝)
877.5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解碼男孩 : 失落的古城 / 巴比‧皮爾
斯(Bobbie Peers)作 ; 朱恩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2 .-326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系列) .-ISBN 978-986-338-303-1 ( 精 裝 )
NT$300
881.459
動物書 : 在布里恩茨湖畔林間草甸
中聽到的動物密語 / 雅各.史拓艾
(Jakob Streit)文 ; 漢斯.彼得.韋貝爾
(Hans Peter Weber)圖 ; 岳奇玉譯 .-臺北市 : 宇宙織錦, 10901 .-- 96 面;
26 公分 .-- (華德福經典童書/兒少文
學. Jakob Streit 系列 ; CAK04) .-ISBN 978-986-91986-4-6 ( 精 裝 )
NT$399
882.559
蜜蜂書 : 小康瑞和爺爺一起天然養
蜂的故事 / 雅各.史拓艾(Jakob Streit)
文 ; 耶穌.嘎班(Jesus Gaban)圖 ; 莊金
卿譯 .-- 臺北市 : 宇宙織錦, 10901 .-100 面; 28 公分 .-- (華德福經典童書/
兒 少 文 學 . Jakob Streit 系 列 ;
CAK03) .-- ISBN 978-986-91986-5-3
(精裝)
882.559
我想 結束這一 切 / 伊恩.里德(Iain
Reid) ; 吳妍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 (臉譜
小說選 ; FR6561) .-- ISBN 978-986235-805-4 (平裝) NT$320

885.357
食人輓歌 / 奧古斯蒂娜.巴斯特里卡
(Agustina Bazterica)著 ; 劉家亨譯 .-初版 .-- 臺北市 : 小異, 10902 .-- 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30-2-8
(平裝) NT$350
885.7257
沒有人寫信給上校 / 加布列.賈西亞.
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14 種)(Classic ; 103) .-- ISBN
978-957-33-3503-0 (平裝)
885.7357

新聞學
新媒體判讀力 / 黃俊儒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 10901 .-240 面; 21 公分 .-- (知無涯系列 ; 8) .- ISBN 978-986-95367-6-9 ( 平 裝 )
NT$340
1.科學新聞 2.新聞媒體 3.媒體倫理
895.36

藝術類
總論
藝術小百科 / 子夜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5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21-1 (平裝) NT$800
1.藝術 900
藝術家手冊 / 雷.史密斯作 .-- 初版 .-新北市 : 漢湘文化, 10902 .-- 3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25-435-6
(平裝) NT$480
1.藝術 2.手冊 900.26
藝術家的職涯管理術 : 如何把你的
作 品 變 商 品 ! / 希 瑟. 達 西. 班 達 里
(Heather Darcy Bhandari), 喬納森.梅爾
伯(Jonathan Melber)著 ; 優選本土化
服務有限公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橋社文化, 10901 .-- 418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7113-3-3 (平裝)
NT$550
1.藝術行政 901.6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二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90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26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4-8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七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5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9-3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八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1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90-9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九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0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91-6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十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1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92-3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三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28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5-5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五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24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7-9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六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2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8-6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四回 / 林明
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33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刻.經典再
現) .-- ISBN 978-986-5437-86-2 (平裝)

1.繪畫 2.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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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二回
/ 林明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1 .-- 29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
刻.經典再現) .-- ISBN 978-986-543794-7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三回
/ 林明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1 .-- 28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
刻.經典再現) .-- ISBN 978-986-543795-4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五回
/ 林明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1 .-- 31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
刻.經典再現) .-- ISBN 978-986-543797-8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六回
/ 林明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1 .-- 310 面; 21 公分 .-- (臺展復
刻.經典再現) .-- ISBN 978-986-543798-5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圖錄. 第四回
/ 林明賢策劃.執行 ;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1 .-- 270 面; 26 公分 .-- (臺展復
刻.經典再現) .-- ISBN 978-986-543796-1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02
「何德來與日本美術團體-新構造社」
展 / 黃竫蕙總編輯 .-- 新竹市 : 竹市
文化局, 10812 .-- 12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1-16-8 (精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大觀論壇. 2019 : 研究生創作展 / 林
佳穎等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藝大書畫系, 10812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34-0-7 (平裝)
NT$3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台灣美術院十週年院士大展 / 李振
明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美
術院文化藝術基金會, 10901 .-- 64 面;

30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87007-8-9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全球城市玩色計畫台北站 / 蕭冠宇,
李玥瑱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滴鴞實業, 10812 .-- 9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8576-0-4 ( 平 裝 )
NT$499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色彩實驗室 :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藝
術才能美術班畢業專輯. 第 8 屆 / 賈
霈雯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豐陽國
中藝術才能美術班, 109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51-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源美展. 第 37 屆 / 郭秉翰執行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812 .-- 38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30-5 (平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島嶼光譜 : 台灣當代美術德國交流
特展 / 林金田計畫主持 ; 徐慧娟策
展 .-- 初版 .-- 臺中市 : 藝流文創,
108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142-9-8 (平裝) NT$800
1.美術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2.33
雲林文化藝術獎專輯 : 美術獎/表演
藝術獎/貢獻獎. 108 年第十五屆 / 陳
璧君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
府, 109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5-23-4 (平裝) NT$5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跨越土牛溝 : 斜坡上的藝術節. 2019
/ 嘎木里.伯冷(方福明)等作 .-- 初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812 .-- 12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6-149 (平裝) NT$350
1.藝術 2.作品集 3.臺灣原住民
902.33

臺南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2019 : 交陪
大舞台:陳伯義 X 吳其錚雙個展 / 龔
卓軍主編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121 面; 30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5-61-7 (精裝) NT$500
1.攝影 2.陶瓷工藝 3.作品集 902.33
凝結與漣漪 : 台東縣原住民文創聚
落藝術家駐村創作成果展專刊 / 方
銘總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東縣
府, 108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14-1 (平裝) NT$450
1.美術 2.作品集 3.臺灣原住民
902.33
藝元藝次方程式 : 苗栗縣立明仁國
民中學美術班專輯. 第 22 屆 / 廖婕
妤, 葉婉瑄, 何采晏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明仁國中, 108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0-18-5 (平
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文化.體驗 : 感性的啟蒙 / 容淑華, 王
筑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
術大學, 10812 .-- 2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264-4-0 ( 平 裝 )
NT$300
1.藝術教育 2.文化 903
衝動與脈動 : 創作經驗中的心理動
力 / 劉錫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北藝術大學, 10902 .-- 10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264-5-7 (平裝)
NT$250
1.藝術教育 2.創造力 903
蕭壠.總爺國際藝術進駐計畫. 2019 /
劉冠吟, 潘美君撰文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15-63-1 ( 平 裝 )
NT$300
1.藝術 2.藝術家 3.機關團體 4.臺南
市 906

臺中市女性藝術家聯展專輯. 109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
局, 10902 .-- 132 面; 25X26 公分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4-55-9
(平裝) NT$4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地瓜路徑 : 當深度成為實驗 策展製
作專輯 / 林日龍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10812 .-96 面 ;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7834-1-5 (平裝)
1.藝術展覽 2.當代藝術 3.臺灣原住
民 906.6

臺東美展. 2019 / 鍾青柏總編輯 .-- 初
版 .-- 臺東市 : 東縣府, 10812 .-- 1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19-127 (平裝)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城市震盪 / 賴香伶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1081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00-2-7 (平裝)
1.藝術展覽 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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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景志異 : 臺南市美術館典藏主題
展 / 潘襎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美館, 10901 .-- 168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415-66-2 ( 精 裝 )
NT$850
1.臺南市美術館 2.美術館展覽
906.8
在當代之後 : 春之當代藝論. 20172018 / 辛友仁等作 ; 黃亮融等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春之文化基金會出
版 : 典藏藝術家庭發行, 108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597-12 (平裝) NT$580
1.現代藝術 2.文集 907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8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5699 (平裝) NT$380
1.音樂史 2.古典樂派 3.歐洲 910.94
偉大作曲家群像 : 拉威爾 / 大衛.伯
內特.詹姆斯著 ; 楊敦惠譯 .-- 初版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1 .-- 1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393-61-5
(平裝) NT$380
1.拉威爾(Ravel, Maurice, 1875-1937) 2.
音樂家 3.傳記 4.法國 910.9942

有緣 / 白洲正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 10901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201-7-2 ( 平 裝 )
NT$350
1.藝術欣賞 2.文集 907

偉大作曲家群像 : 蕭邦 / 艾提斯.奧
加著 ; 江靜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1 .-- 19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393-62-2 ( 平 裝 )
NT$380
1.蕭邦(Chopin, Frederic Francois,
1810-1849) 2.音樂家 3.傳記 4.波蘭
910.99444

臺灣關鍵年代的文化省思與藝術評
論 : 石守謙論集 / 石守謙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雄獅, 10903 .-- 304 面;
304 公分 .-- ISBN 978-957-474-160-1
(精裝) NT$580
1.藝術評論 2.臺灣文化 3.文集 907

演奏與詮釋 :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9 / 黃新財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812 .-- 2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1-9-3
(平裝) NT$300
1.演奏 2.樂評 3.文集 911.807

文藝復興很有事! / 壺屋美麗作 ; 徐
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391-3 (平裝) NT$350
1.藝術家 2.藝術史 3.文藝復興 4.義
大利 909.45

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 2019
/ 田昭容總策畫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812 .-- 67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1-20-5 (精裝)
NT$150
1.客家民謠 2.臺灣 913.533

困勉力學 攀登高峰 : 蔡水林的藝術
生涯 / 黃冬富作 .-- 初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812 .-- 18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26-19-4 (平裝)
1.蔡水林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噶哈巫族語歌謠 / 巴心.邵乃(潘應玉)
編著 .-- 南投縣埔里鎮 : 投縣噶哈巫
文教協會, 10812 .-- 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3941-1-7 (平裝)
1.歌謠 2.原住民音樂 3.平埔族群
913.533

神工傳藝 : 雲林縣北港藝鎮文化季.
2019 / 陳璧君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雲縣府, 108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15-9
(平裝) NT$400
1.傳統藝術 2.藝術家 3.臺灣
909.933

洪脩城流行鋼琴攻略. 1, 獨奏基礎篇
/ 洪脩城編著 .-- 臺北市 : 洪脩城,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8-0 (平裝) NT$45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917.105

音樂
古典樂小史 : 從音階到交響曲,探訪
動人心弦的西洋音樂及巨匠們的音
樂之路 / 松田亞有子作 ;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鼓動音樂架子鼓寶典. 1 / 鹿凱茗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 100 面; 26 公分 .-- 簡體字版 .-ISBN 978-986-358-946-4 ( 平 裝 )
NT$199
1.鼓 2.敲擊樂 3.音樂教學法
917.5105
PRO 混音法 / 石田剛毅作 ; 廖芸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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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1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0-104-6 ( 平 裝 )
NT$650
1.電腦音樂 2.編曲 917.7
聽...北管在基隆 : 基隆市北管團體普
查成果故事書 / 游淑珺作 .-- 初版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8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7-048 (平裝) NT$250
1.樂團 2.北管音樂 3.基隆市
919.88206

建築
為無為 : 謝英俊建築實踐展 / 黃孫權,
賴曉瑩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
美術館, 10901 .-- 9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16-35-5 ( 精 裝 )
NT$35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桃園地景藝術節國際論壇. 2019 :
「新風景線」的想像與創建 / 劉俊
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美術館,
108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25-1 (平裝) NT$500
1.空間藝術 2.裝置藝術 3.地景藝術 4.
文集 920.7
傳統建築工藝史綱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812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38 (精裝) NT$4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故宮院長說故宮 / 李文儒著 .-- 修訂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
文化發行, 1090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03-2-1 ( 平 裝 )
NT$480
1.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 2.宮殿建築
924.2
*台灣台中林氏宗廟建廟百年特刊 /
林慶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林
氏宗廟, 10812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599-0-5 ( 平 裝 )
NT$650
1.宗廟 2.宗祠建築 3.古蹟 927.1
日本鳥居大圖鑑 : 從鳥居歷史、流
派到建築樣式全解析 / 藤本賴生編
著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1-255-4 (平裝)
1.神社 2.日本 927.7

雕塑
雕塑實踐計畫. 2019 : 建構師資培育
之 造形 實驗場 : 「雕 塑.遊 戲. 場Sculpture.Play.Ground」展覽專輯 / 劉
柏村總策畫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9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34-2-1 (精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鯤 : 許東榮作品集 / 許詠涵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8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82-2449 (精裝) NT$7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初學石頭篆刻 : 一刻就上手 / 張喬涵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8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1-212-8 (平裝) NT$299
1.篆刻 931
大觀印林. 第九輯 / 李宗仁, 蔡介騰
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書畫系
出版 : 臺灣藝大發行, 10812 .-- 120
面 ;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34-1-4 (平裝) NT$300
1.印譜 931.7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9 : 吉田敦
作品集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2 .-- 56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208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9 : 守護之
神劍獅 : 陳建智木雕展 / 林彥甫總編
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22-2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0096 (平裝) NT$450
1.版畫 2.年畫 3.畫冊 937
賴振輝版畫創作集. 2018-2019 / 賴振
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賴振輝,
10812 .-- 1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2-2 (平裝) NT$600
1.版畫 2.畫冊 937
一壺一世界 : 顏綉錦: 柴燒 / 許有仁
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文化
觀光局,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4-18-3 ( 平 裝 )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何志隆翡翠青
瓷 / 何志隆作 .-- 新北市 : 遠景,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9-1097-8 (精裝) NT$350
1.瓷器 2.作品集 938
返灰迴土 : 羅紹綺漿釉作品集 / 許有
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文
化觀光局,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4-19-0 ( 平 裝 )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焰.艷 : 苗栗陶 藝術節. 2019 / 林彥甫
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19-2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窯火中的創造 : 孫超 / 孫超, 關鄭著
作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
中心, 10812 .-- 248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32-025-6 ( 精 裝 )
NT$12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器象 : 梁家豪陶藝創作 / 梁家豪作 .- 臺東市 : 臺東大學美術系, 10812 .-56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8323-4-2 (平裝)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9 : 隨心隨
意:曾文章木雕創作個展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21-5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亞太漆藝 X 地方創生論壇論文集.
2019 / 黃金梅策畫主編 .-- 初版 .-- 南
投縣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中心,
10812 .-- 1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0-1 (平裝) NT$300
1.漆器 2.作品集 3.文集 938.907

中華民國版印年畫. 第 35 屆 : 囍鼠
迎春-鼠年年畫特展 / 蔡雅純主編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 100

書畫

秘境 : 現代性圖象探究 / 許敏雄著 .- 新北市 : 視傳文化, 10812 .-- 1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7652-85-0
(平裝)
1.繪畫 2.哲學 3.作品集 940.1
小人書 大人物 : 中國連環畫大師群
英譜 / 林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
時代, 10901 .-- 270 面; 23 公分 .-- (社
會館) .-- ISBN 978-986-5755-92-8 (平
裝) NT$640
1.漫畫家 2.人物志 3.中國 940.98
從心畫墨 : 張大華書畫作品集 / 張大
華作 .-- 臺北市 : 大屯, 108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125-7-7
(平裝)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張淑德 2020 書畫展 / 張淑德作 .-- 高
雄市 : 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10901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533-1-0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雲煙流水 : 林進忠書畫展專輯 / 林進
忠創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彰化生活
美學館, 10812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2-019-5 ( 平 裝 )
NT$500
1.水墨畫 2.書法 3.作品集 941.5
墨道灑脫 : 馬麗涓書畫作品集 / 馬麗
涓作 .-- 南投縣草屯鎮 : 馬麗涓,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3-0 (平裝) NT$12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心窗 / 林延齡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901 .-- 192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727-574-5 (精裝) NT$2000
1.書法 2.攝影 3.作品集 943.5
北魏張猛龍碑 / 朱玖瑩, 王寶星文字
解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3 .-- 166 面; 26 公分 .-- (初習書
法字帖合輯 ; 1) .-- ISBN 978-986-429510-4 (平裝) NT$160
1.法帖 943.5
江山勝跡 : 錢漢東中華名勝題刻選 /
錢漢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2 .-- 312 面; 29 公分 .-- (時報
悅讀 ; 31) .-- ISBN 978-957-13-7774-2
(精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舒法字在 / 楊勝在作 .-- 屏東縣枋
寮鄉 : 楊勝在, 10812 .-- 200 面; 27 公

93

分 .-- ISBN 978-957-43-7321-5 (平裝)
NT$7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1081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257-1-5 (平裝) NT$12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筆膽墨情 簡銘山作品集 : 2019 南
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 / 林榮森總編
輯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812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36-3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灑筆和墨 : 張明萊書法作品集 / 張明
萊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張明萊,
108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8-6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路遙書行書春聯 / 蕭世瓊作 .-- 臺
中市 : 林瑪琍, 10812 .-- 1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339-0 (平裝)
NT$300
1.行書 2.春聯 943.5

采墨畫會專輯 / 林清鏡, 蘇顯榮, 黃
秀惠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采墨畫會,
109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979-1-5 (第 5 集:平裝) NT$3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 / 朱玖瑩, 王寶
星文字解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3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512-8 (平裝) NT$160
1.法帖 943.5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
春華. 2020 / 陳誼芝等主編 .-- 臺中
市 :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10901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8507-5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顏真卿書麻姑山仙壇記 / 朱玖瑩, 王
寶星文字解說 .-- 初版 .-- 臺南市 : 世
一, 10903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511-1 (平裝) NT$160
1.法帖 943.5

白宗仁水墨創作展作品集 / 白宗仁
[作] .-- 臺北市 : 筑墨軒, 10812 .-- 5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6028-22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丁文界韋秀珠伉儷攜手彰化圖書館
書法展專輯 / 丁文界, 韋秀珠著 .-彰化縣和美鎮 : 丁文界, 韋秀珠,
10901 .-- 11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4-2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邱垂智水墨畫集 / 邱垂智作 .-- 初
版 .--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 邱 意 中 ,
10902 .-- 15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8-1 (精裝) NT$8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39 屆 / 黃臺芝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書法
教育學會, 10812 .-- 88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7611-1-6 ( 平 裝 )
NT$3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全國雲林金篆獎暨海峽兩岸書法比
賽集. 2019 第五屆 / 譚量吉總編輯 .-雲林縣麥寮鄉 : 雲林同鄉文教基金
會, 10812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002-4-4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厚樸勤道 : 曾福星書法作品集 / 曾福
星著 .-- 高雄市 : 曾福星,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85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毫端戲墨 : 中國書法學會會員暨韓
國交流展作品集. 第三十六次 / 徐寶
珍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國書法學會,

植入心靈 : 林菊珍作品集. 2020 / 林
菊珍作 .-- 臺中市 : 林菊珍, 10901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2-4 (平裝) NT$500
1.膠彩畫 2.畫冊 945.6
境由心生 : 林清鏡水墨繪畫創作展 /
林清鏡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812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4-3 (平裝) NT$3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墨化釉色 : 侯珊瑚的态象水墨展 / 鍾
經新主編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大象
藝術空間館, 10901 .-- 8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5581-7-4 (平
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墨海游踪 : 程代勒水墨創作展 / 程代
勒 作 .-- 臺 中 市 : 中 市 文 化 局 ,
10901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5-0 (平裝) NT$4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94

春畫 : 一窺江戶人的日常性生活 / 早
川聞多著 ; 車蓓蕾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903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本再
發現 ; 11) .-- ISBN 978-986-98541-3-9
(平裝) NT$350
1.浮世繪 2.情色藝術 3.畫冊
946.148
嶋本昭三 : 跨越藝術邊界 / 邵雅曼等
執筆 .-- 高雄市 : 永添藝術, 10812 .-2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584-0-3 (平裝)
1.東洋畫 2.現代藝術 3.畫冊 4.畫論
946.1707
觀察素描 : 畫出喜歡的物品 / 檜垣万
里子作 ; 林致楷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 10812 .-- 12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9559-31-7 ( 平 裝 )
NT$400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放心趣旅行 / 阿彬叔叔圖文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卡奇傳播, 1090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2148-59 (平裝) NT$180
1.繪畫 2.畫冊 947.39
BL 漫畫家的性愛場景訪談集 / Post
Media 編輯部編 ; 呂郁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47 (平裝)
1.同性戀 2.漫畫 947.41
小虎與三毛的暖心食堂 / 貓蒔編著 ;
徐瑜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1-6 (平裝)
1.漫畫 947.41
老師你有事嗎? / 蔡詩芸著.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蔡詩芸愛塗鴉) .-- ISBN
978-957-08-5463-3 (平裝)
1.漫畫 947.41
恐怖編輯部 : 某新人漫畫家的真實
悲慘故事 / 佐倉色著 ; 曾柏穎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224 面; 21 公分 .-- (Fun 系列 ; 68) .-ISBN 978-957-13-8061-2 ( 平 裝 )
NT$320
1.漫畫 947.41
*學習不難,漫畫搞定! / CCC 創作集
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
數位文化中心, 10812 .-- 200 面; 26

公分 .-- (CCC 創作集 ; 42) .-- ISBN
978-986-5432-19-5 (平裝) NT$240
1.漫畫 2.觀察學習 947.41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42-4-9 (平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成人漫畫研究史 / 永山薰著 ;
ASAT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0902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1-258-5 (平裝)
1.漫畫 2.情色文學 3.歷史 4.日本
947.410931

靈島美術學會 30 週年專輯 / 胡惇岡
總編輯 .-- 臺中市 : 靈島美術學會,
10901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48-0-0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Ctrl+T2 / 淺野一二 0 著 ;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257-8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女孩愛變裝時尚穿搭簡筆畫全圖解 :
手繪上色技巧 X80 種經典風格 / 李
賢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紙印良品,
10903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40-9-9 (平裝) NT$45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山在家的那一邊 : 郭明福 70 回顧展
/ 謝慧諭, 許琇惠執行編輯 .-- 嘉義
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0812 .-- 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4-176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每天一小畫,不打草稿畫出清新水彩
風 / 飛樂鳥工作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2-385-0 (平裝)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高教深耕(海洋生態與環境)策展作
品畫冊 / 林靜芝, 謝家豪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12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41-4
(平裝) NT$400
1.插畫 2.畫冊 947.45

美的饗宴 : 李進安捐贈屏東家扶中
心助學圓夢獎助學金義賣水彩畫專
輯 / 李進安創作 .-- 屏東縣屏東市 :
家扶基金會屏東家扶, 10901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95-0-0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 森倉圓 / 森倉
圓著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3-2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寧靜.靈境 : 張晉霖水彩作品集 / 張
晉霖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0901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291-241-6 (平裝)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白嘉莉另一個春天 / 白嘉莉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嘉莉, 10902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74 (平裝) NT$15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戀戀山海 : 賴世榮水彩專輯 / 賴世榮
創作 .-- 初版 .-- 臺東市 : 東縣藝術人
文三創協會, 10901 .-- 96 面; 39 公
分 .-- ISBN 978-986-94342-5-6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食人之道 : 尼古拉.薩莫利 / 黃翔總
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毓繡
文化基金會, 毓繡美術館, 10812 .-1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344-3-1 (精裝) NT$890
1.繪畫 2.雕塑 3.作品集 947.5
流金歲月 : 王迎春探索心境創作展 /
張國傑, 王迎春總編輯 .-- 臺北市 :
華圓設計行銷, 10812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69-0-3 (平
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947.5
*藝術圖像 : 台東當代藝術家聯誼展.
2020 / 梁奕焚等創作 .-- 初版 .-- 臺東
市 :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10812 .-

張政維「HOPE」 / 張政維創作 .-臺北市 : 上古國際藝術, 10812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565-30 (平裝) NT$600
1.油畫 2.畫冊 948.5
烏龜與假音 / 蔡安騰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朋丁 pon ding, 10902 .-- 72
面 ; 23X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628-0-6 (平裝) NT$950
1.粉彩畫 2.畫冊 948.6
彩色原子筆 : 超可愛插圖隨手畫 / 妤
喵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82-3 (平裝) NT$260
95

1.原子筆 2.繪畫技法

948.9

印如精舍珍藏 : 張國龍 / 黃健亮主
編 ; 于紅翻譯 .-- 臺北市 : 盈記唐人
工藝, 10812 .-- 160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0499-37-7 (平裝)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屬位 : 薛保瑕個展. 2019 / 薛保瑕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月臨畫廊,
1090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21-1-7 (平裝)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Adobe Lightroom CC 從攝影到編修 :
調色、潤色、風格、三位一體 / 白
乃遠, 黃文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47-7 ( 平 裝 )
NT$580
1.數位影像處理 2.數位攝影 952.6
故宮南院奇幻嘉年華 : 21 世紀博物
館特展 / 徐孝德, 彭子程主編 .-- 臺
北市 : 故宮, 10812 .-- 8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562-828-4 (線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博物館特
展 956
藝術跨域發展計畫年鑑. 2019 / 陳冠
君, 賴信宇, 曾鈺涓撰文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2 .-- 14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06-5 (平裝)
NT$800
1.數位藝術 2.數位科技 3.視覺藝術
956
世界生態奇觀 : 由得獎作品欣賞大
自然的動人故事 / 加州科學院, 容妲.
魯賓斯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2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0-8109-0 (精裝)
1.攝影集 2.自然景觀 957.2
北觀國家風景區采風攝影比賽得獎
作品集. 2019 / 邱于庭, 李芷萱執行
編輯 .-- 新北市 : 北海岸觀音山風景
管理處, 10812 .-- 5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9-4 (平裝)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西藏,永遠之遠 / 陳業偉作 .-- 初版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
地發行, 10901 .-- 3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01-16-0 ( 精 裝 )
NT$1280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群英飛羽 : 世界野鳥攝影專輯 / 周雲
卿總編輯 .-- 臺北市 : 雜誌事業協會,
群英飛羽鳥 類攝影 團隊 , 10903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8055-2-0 (精裝) NT$680
1.攝影集 2.動物攝影 3.鳥類 957.4
從鏡頭看臺灣民俗 : 趙守彥臺灣民
俗專輯 / 趙守彥作 .-- 初版 .-- 彰化縣
鹿港鎮 : 趙守彥, 1090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6-6 (精
裝) NT$1200
1.攝影集 2.民俗 3.臺灣 957.6
HAKKA 在山這邊 Hills,Homes, and
Heritage ; 江思賢等攝影 .-- 新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812 .-- 264 面; 29X2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34-06-9 (精裝)
1.攝影集 2.客家 957.9
私奔關西三十三 / 鬍狼著 .-- 初版 .-臺北市 : 劉潮菁, 10812 .-- 292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59 (精裝) NT$860
1.攝影集 2.旅遊文學 3.日本關西
958.33
高雄市望角攝影藝術研究會會員系
列攝影聯展專輯. 2020 / 蘇伯欽等編
輯 .-- 高雄市 : 望角攝影研究會,
1090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8818-8-3 (平裝) NT$500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國家工藝品認證年度評鑑專輯. 2019
/ 蔡體智主編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
灣工藝研發中心, 10812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08-9 (平
裝) NT$300
1.工藝設計 2.作品集 960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成果專
刊. 2019 / 林磐聳主編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812 .-- 400 面; 30 公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5444-40-2
(精裝)
1.設計 2.創意 3.數位藝術 4.作品集
960
臺灣藝術設計年鑑. 2019-2020 / 林劭
均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康堤教
育基金會 : 康堤創意設計研究中心,

10901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16-1-2 (精裝) NT$1800
1.設計 2.作品集 960
藝術季成果專刊. 2019 / 林育如總編
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臺北商業大
學創新經營學院, 108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54-1-0 (平
裝附光碟片)
1.視覺設計 2.作品集 960
實踐設計學報 Praxes. 第十三期 / 丑
宛茹總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設
計學院, 10811 .-- 319 面; 30 公分 .-年刊 .-- ISBN 978-957-629-378-8 (平
裝)
1.設計 2.期刊 960.5
中 華設 計創作 學會 論文暨作 品集 .
2020 / 張瑞光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 1090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164-42 (平裝) NT$680
1.設計 2.文集 3.作品集 960.7
歐文排印細部法則 : 從閱讀動線、
字母、單字、行、行距與欄位到字
的性質,瑞士字體排印大師教你提升
可讀性的基礎知識與關鍵細節 / 尤
斯特.侯克利(Jost Hochuli)著 ; 呂奕欣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64
面; 21 公分 .-- (Zeitgeist 時代精神 ;
FZ2005) .-- ISBN 978-986-235-807-8
(平裝) NT$320
1.平面設計 2.字體 962
字型設計學 / ingectar-e 著 ; 黃筱涵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2 .-240 面; 23 公分 .-- (創意家 ; 35) .-ISBN 978-957-658-298-1 ( 平 裝 )
NT$380
1.商業美術 2.藝術設計學 3.字體
964
我們的行為怎樣被設計了？：友善
設計如何改變人類的娛樂、生活與
工作 / 匡山.羅伯.法布坎(Cliff Kuang
Robert Fabricant)著 ; 趙盛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1 .-528 面; 21 公分 .-- (from ; 130) .-ISBN 978-986-5406-43-1 ( 平 裝 )
NT$500
1.產品設計 2.工業設計 964
後知後覺 : 後山藝視行動：國立東
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畢業專刊.
109 級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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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109 級畢業製作全體創作 .-- 花
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
業系, 10901 .-- 12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8230-3-6 (精裝)
1.產品設計 2.作品集 3.展覽 964
陳中聖。產品設計作品集 : 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陳中聖老師等副教授代
表著作 / 陳中聖著作 .-- 高雄市 : 翠
柏林, 10812 .-- 16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897-49-9 (平裝)
1.產品設計 2.作品集 964
陳中聖設計作品 : 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陳中聖老師送審副教授參考著作 /
陳中聖著作 .-- 高雄市 : 翠柏林,
108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97-48-2 (平裝)
1.產品設計 2.作品集 964
印染設計與創意 : 動手玩印染 / 陳亮
運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商鼎數位,
10812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1-8 (平裝)
1.印染 2.手工藝 966.6
台灣室內選 / 莊亦吏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10901 .-44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5086-7-4 (精裝) NT$150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作品集
967
技承 : 傳統錫藝傳研紀錄 / 謝秀雯文
字撰寫 .-- 初版 .-- 彰化縣鹿港鎮 : 鹿
秀社區大學, 10812 .-- 1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13-0-4 (平裝)
NT$350
1.金屬工藝 2.錫工 3.作品集 968.5
走過史前 : 臺灣原住民生活編器工
藝特展成果專輯 / 林建成主編 .-- 初
版 .-- 臺東市 : 臺灣史前博物館,
10812 .-- 11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0-2 (平裝) NT$400
1.編織工藝 2.臺灣原住民 3.博物館
特展 969.7
翻新 : 苧麻的素材實驗 / 黃誼甄, 井
上唯撰文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中心, 109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5-7
(平裝) NT$350
1.編織工藝 2.作品集 969.7

技藝

法國花藝美學 : 色彩 / 克勞德.科塞
克(Claude Cossec)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2 .-- 1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32-8701-8 ( 平 裝 )
NT$580
1.花藝 971
花藝素材百科 : 600 種切花、乾燥花、
永生花材完全圖鑑 / 陳根旺, 花草遊
戲編輯部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571-2 (平裝) NT$600
1.花藝 2.乾燥花 971
以面紙製作逼真的昆蟲 / 駒宮洋作 ;
林致楷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812 .-- 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30-0 (平裝) NT$450
1.紙工藝術 972
簡單有趣的捲紙小物 / [藝風堂出版
社]編輯部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藝
風堂, 10901 .-- 1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716-7-2 (平裝)
1.紙工藝術 2.手工藝 972
華麗の盛放!超大朵紙花設計集 : 空
間&櫥窗陳列.婚禮&派對布置.特色
攝影必備! / MEGU(PETAL Design)
著 ; 周欣芃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01 .-72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78) .-ISBN 978-957-9623-47-6 ( 平 裝 )
NT$380
1.紙工藝術 972.5
茶禪 / 林谷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902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594-5-1 ( 平 裝 )
NT$300
1.茶藝 2.禪宗 3.文化 4.中國 974.8
假如我是一隻海燕 : 從日治到解嚴,
臺灣現代舞的故事 / 林巧棠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1 .-- 288 面; 21 公分 .-(Belong ; 3) .-- ISBN 978-986-96817-42 (平裝) NT$320
1.現代舞 2.舞蹈史 3.臺灣 976.71

戲劇
探索克羅岱爾<<緞子鞋>>之深諦 /
楊莉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
術大學, 1090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64-6-4 ( 平 裝 )
NT$450
1.戲劇 2.劇評 980
輕課程 : 生活與戲劇藝術 / 黃心華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5-292-4 (平裝)
1.戲劇 2.通俗作品 980
*跨界對談. 14 : 表演藝術研究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趙玉玲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表演藝研
所, 1081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1-7-9 (平裝)
1.表演藝術 2.文集 980.7
故事到劇場的循徑圖 / 劉仲倫著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圖, 10812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3-6 (平裝) NT$280
1.劇場藝術 2.表演藝術 3.舞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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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台北 : 影視勘景指南 / 饒紫娟總編
輯 .-- 六版 .-- 臺北市信義區市 : 北市
文化局, 北市影委會, 10812 .-- 320 面;
15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2-54-8 (平裝) NT$400
1.電影攝影 2.電視攝影 3.人文景觀 4.
自然景觀 5.臺北市 987.46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 :
電影、電視及廣播產業. 2018 / 高明
秀總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0812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7-0 (平裝)
1.影視科技 2.產業發展 3.產業政策 4.
臺灣 987.7933
記錄片導論 / Bill Nichols 著 ; 井迎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63844-1 (平裝) NT$480
1.紀錄片 2.電影製作 987.81

清宮戲班逸史 / 羅泰琪著 .-- 初版 .-臺北市 : 團結出版社, 10901 .-- 414
面; 23 公分 .-- (宮廷秘史系列 ; 1) .-ISBN 978-986-98091-5-3 ( 平 裝 )
NT$600
1.中國戲劇 2.戲曲史 3.清代 982.77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特刊. 2019 /
嘉義市立美術館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0812 .-- 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24-15-2
(平裝) NT$250
1.紀錄片 2.影展 3.文集 987.8107

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 齊如山著 .-- 1
版 .-- 新北市 : 黃山國際, 10901 .-336 面; 21 公分 .-- (Classic 文庫 ;
13) .-- ISBN 978-986-397-127-6 (平裝)
NT$420
1.京劇 2.傳記 3.中國 982.9

<<她們>>電影設定集 / 吉娜.麥坎迪
爾(Gina McIntyre)作 ; 威爾森.韋伯
(Wilson Webb)攝影 ; 詹雅惠等譯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1 .-- 192 面;
26 公分 .-- (iRead ; 119) .-- ISBN 978957-658-285-1 (精裝) NT$600
1.奧爾科特(Alcott, Louisa May, 18321888) 2.電影片 987.83

古來稀?才開始? : 陳彬的七十年 / 陳
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彬,
10812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3-7 (平裝) NT$450
1.陳彬 2.京劇 3.崑劇 4.臺灣傳記
983.3099
光武中興 / 趙美齡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戲曲學院, 10812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08-0-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1000
1.歌仔戲 983.33
是枝裕和 : 再一次,從這裡開始 / 是
枝裕和著 ;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065-0 (平裝)
NT$420
1.是枝裕和 2.電影導演 3.訪談 4.傳
記 987.0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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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上流 : 分鏡圖 / 奉俊昊著 ; 葛增
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9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26-8-0 (平裝)
1.電影片 987.932

遊藝；娛樂；休閒
長者休閒療癒的推展 / 業至誠著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1 .-- 253 面; 21 公分 .-- (社會科
學類 ; PF0259)(長期關懷系列 ; 3) .-BOD 版 .-- ISBN 978-986-326-770-6
(平裝) NT$380
1.休閒活動 2.老年 3.健康照護 990
浪漫的我開了一家賺錢的咖啡店 /
童 鈴 著 .-- 臺 北 市 : 大 是 文 化 ,

10902 .-- 416 面; 23 公分 .-- (Biz ;
321) .-- ISBN 978-957-9654-63-0 (平裝)
NT$460
1.咖啡館 2.創業 3.商店管理 991.7
我是魔術師 : 易學易玩的 365 個小
魔術 / 劉行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2 .-- 53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68-6 (平裝) NT$850
1.魔術 991.96
休閒產業分析 / 蔡招仁等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1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40-4 (平裝) NT$375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產業 992.2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 陳俊仁編著 .-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81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576-6 (平裝) NT$400
1.旅館業管理 2.溫泉 992.2
發現臺灣好物 / 王睿婷主編 .-- 臺北
市 : 豐年社, 10812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157-62-9 (平裝)
NT$149
1.禮品 2.臺灣 992.4
花蓮農村好好玩 : 9 個農產業六級化
的實踐案例 / 黃懷瑩, 孫正華, 劉興
榮著 .-- 第一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農
委會花蓮農改場, 10901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2-7 (平
裝) NT$80
1.休閒農場 2.有機農業 3.旅遊 4.花
蓮縣 992.65
南投農好 : 南投縣休閒農業區導覽
手冊. 108 年 / 陳瑞慶總編輯 .-- 南投
市 : 投縣府, 10812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37-0 (平裝)
1.休閒農場 2.休閒農業區 3.旅遊 4.
南投縣 992.65
*北觀登山趣 : 北海岸.觀音山.基隆
步道隨興慢旅 / 劉國信, 王思晴編
撰 .-- 新北市 : 北海岸觀音山風景管
理處, 10901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31-046-2 ( 平 裝 )
NT$250
1.登山 2.生態旅遊 3.臺灣 992.77
海洋遊艇駕駛與旅遊規劃 / 黃中信,
徐嘉良, 謝家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812 .-- 8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57-599-939-1 ( 平 裝 )
NT$250

1.遊艇 2.休閒產業 3.旅遊業管理 4.
航運法規 994.2
玩轉左右腦!一級腦力挑戰賽 / 李昕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1090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142-1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用純棋 10 分鐘學會圍棋 : 本因坊棋
士王銘琬親授 / 王銘琬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8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6385-1
(平裝) NT$450
1.圍棋 997.11
圍棋精選題庫 : 入門到初段之定式、
中盤與官子 / 聶衡平, 黃希文編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2 .-- 288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17) .-- ISBN
978-986-98303-6-2 (平裝) NT$340
1.圍棋 997.11
火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蕭雲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2-5 (第 50 冊: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樂在形中 : 我的形狀遊戲書 / 孟瑛如
等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812 .-- 112 面; 30 公分 .-- (桌上遊
戲系列 ; 72271) .-- ISBN 978-986-191894-5 (平裝) NT$150
1.數學遊戲 997.6
數感大挑戰!算數奇航記 : 101 道瘋
狂的數學益智遊戲,喚醒沉睡的數理
能力! /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著 ;
克里斯.狄卡森(Chris Dickason)繪 ; 謝
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 10902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71-194-0 (平裝)
1.數學遊戲 2.通俗作品 997.6
標準數獨. 入門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2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6-8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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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9-9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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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98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7-5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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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6965-98-2 (第 19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激發數學腦 : 訓練孩子思考能力的
超好玩數學遊戲 / 高濱正伸著 ; 張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2 .-冊 .-- ISBN 978-957-763-838-0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763-839-7 (第 3 冊:平裝) NT$250
1.數學遊戲 997.6
挑戰!成語填空智慧王 / 陳奕明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902 .-- 224 面; 21 公分 .-- (潛力非
凡 ; 8) .-- ISBN 978-986-98618-0-9 (平
裝) NT$220
1.填字遊戲 2.漢語 3.成語 997.7
劍與遠征故事人物美術設定集 / 奧
瑞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1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658-0-7 (精裝) NT$599
1.線上遊戲 997.82
Super Dollfie® 的 世 界 / 株 式 会 社
VOLKS, 扶桑社著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2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60-8 (平裝)
1.模型 2.工藝美術 3.洋娃娃 999
針刺、刀刻與繪畫 : 硤石嚴遠莊的
彩燈藝術 / 蔡孔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0901 .-- 1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0-4-7 (平裝)
NT$650
1.燈籠 2.民間工藝 3.中國 999
*寶特瓶花卉園地 / 徐又非作 .-- 高
雄市 :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10811 .-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178-3-6 (平裝) NT$280
1.廢棄物利用 2.手工藝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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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neo-Hakka: a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柯蔚南(W. South Cobl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語言所,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32-28-7 (PDF)
Handbook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健保署, 10812 .-- 1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16-3 (平裝)
NT$50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卡達 ANOC
世界沙灘運動會報告書. 2019 第 1
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 臺
北市 : 中華奧委會, 10812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346-3-9
(平裝附光碟片)
木構造建築物高度、樓層數相關設
計規定檢討研究/陳建忠研究主持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5-3 (平裝)

NCS 2019 全國計算機會議論文集/國
立金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作 .-金門縣 : 金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872-1-5 (PDF)

用水統計年報彙編. 107 年/建敦科技
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0812 .-- 1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009-5 (平裝)
NT$500

Taichung: 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 .-- 臺
中市 : 中市新聞局, 10812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1-2
(平裝)

古城.舊街.老臺北/徐茂洪等文稿撰
寫; 林家旭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6-2 (PDF)

Tshobdun Rgyalrong spoken texts with a
grammatical introduction/ 孫 天 心
(Jackson T.-S. Sun), 石 丹 羅
(Bstan’dzin Blogros)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研院語言所,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32-30-0 (PDF)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優
良個案輯. 108 年度/王維周等撰文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3-3 (平裝) NT$100

YOU 好人生!GO!/林良慶等總編輯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0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2-7 (平裝)
大專校院彈性薪資法規彙編. 2019/
周麗芳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彈薪辦公室, 10812 .-- 6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6-5 (平
裝)
工業科技教育學刊. 第十二期/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編
著; 王仁俊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系,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517-2-5 (PDF)
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19 年/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系編著 .-- 高雄市 : 高雄科
大文創系,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58-3-1 (PDF)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運作意見調
查: 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部分/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編 .-臺北市 : 退撫基金監委會, 10812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1-45-7 (平裝) NT$300

地方政府建築資訊建模(BIM)圖資交
付平台規劃研究/楊智斌研究主持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4-5 (平裝)
地方層級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
一、二類)災害韌性規劃與公有土地、
公共設施之整體多元使用策略/王安
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812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8-50-9 (平裝)
全民健康保険ハンドブック.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保署,
10812 .-- 1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39-17-0 (平裝) NT$50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印尼文
版).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
保署, 10812 .-- 13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439-21-7 (平裝) NT$50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西班牙
文版).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保署, 10812 .-- 12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439-22-4 (平裝) NT$50
99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泰文
版).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
保署, 10812 .-- 12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439-18-7 (平裝) NT$50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越南文
版).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
保署, 10812 .-- 124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439-20-0 (平裝) NT$50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合輯(中、
英、日、泰、越南、印尼、西班牙
文版). 2020-202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健保署,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439-23-1 (全套:平裝) NT$35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 108 年度/許聰
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
畜衛驗所, 10812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5-7 ( 平 裝 )
NT$200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9/呂興忠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
高中圖書館, 10812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41-4 (平裝)
全球視野.在地行動: 臺北市健康城
市成果專書/廖宏恩等編輯 .-- 臺北
市 : 北市衛生局, 108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7-9 (平
裝) NT$900
各標的用水統計年報. 107 年/建敦科
技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0-1 (平
裝) NT$500
因應國際規範修訂與國內近斷層地
震效應對於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
範之研修考量/汪向榮研究主持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51-6 (平裝)
兩河環抱神鬼祈佑: 社子島廟宇采風
錄/江聰明, 王志文, 廖益賢編著 .-臺北市 : 北市百齡國小,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2-42-5
(EPUB)
社會技巧 Follow me: 社會技巧教學
手冊/葉純菁等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2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2-58-6 (平裝)

社會住宅營運管理與用後評估之研
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08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2-2 (平裝)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FE8026 班機,波音 MD-82 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8035,於進
場階段距松山機場約 10 浬處左發動
機失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
調查委員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31-43-3
(PDF)
NT$800
既有公寓增設電梯相關法令突破之
研究/王順治研究主持 .-- 第 1 版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2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813 (平裝)
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 107 年/張祐
瑄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部
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 業局 , 10812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7-1 (平裝)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9/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
科技教育學系編著; 王仁俊主編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系,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517-3-2 (PDF)
食品檢驗技術及常見問答/王德原總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10812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11-8 (平裝)
後槍彈/奮鬥前: 古寧頭戰役 70 週年
攝 影比賽得 獎作品 集 / 黃雅芬總編
輯 .-- 金門縣 : 金縣文化局, 10812 .-8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33-4 (平裝)
建築物重量衝擊源樓板衝擊音量測
及 評估方法 之研究 / 羅時麒計畫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8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6-0 (平裝)
建築物設施共享創新商業模式調查
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1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69 (平裝)
建築物提供視覺障礙者及聽覺障礙
者之無障礙設施設計改善研究: 美國

身心障礙者法案無障礙設計標準、
日本顧慮到高齡者、身障者等順暢
移動之建築設計標準及我國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比較/張志源
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08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83-7 (平裝)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5-8
(平裝)

素食食材電子書/余佩璟編著 .-- 第
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657-0-8 (PDF)

國際袖珍雕塑展. 第十屆/賴永興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雕
塑系, 10812 .-- 101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34-3-8 ( 平 裝 )
NT$300

海洋教育關鍵 DNA: K-12 海洋素養
範 圍與 程序 指引 手冊 /special report
editors Graig Strang, Lynn Uyen Tran;
吳靖國, 林彥伶翻譯 .-- V1 .-- 基隆
市 : 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673-0-6 (PDF)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經濟部能源局編
輯 .-- 六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812 .-- 冊 .-- ISBN 978-986-533-0231 (全套: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一冊, 綜合類
及節約能源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六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812 .-- 5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9-4 (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二冊, 石油類
及氣體燃料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六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812 .-- 5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0-0 (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三冊, 電力類/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六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812 .-- 6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1-7
(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四冊, 再生能
源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六版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812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224 (平裝)
國土計畫下建地變更為非可建地情
境及樣態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39 (平裝)
教育部偏鄉藝術美感育苗計畫: 教案
教學指引手冊. 2019/陳志誠等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812 .-- 348 面;
100

*堅持,嘉義濱海的環境鬥士: 國家環
境教育獎得主蘇銀添故事集/蘇銀添
著 .-- 初版 .-- 嘉義縣 : 嘉縣府,
10811 .-- 1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13-8 (平裝)

國際健康建築與綠建築、綠建材制
度之調合研究/羅時麒等編 .-- 第 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8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7-6 (平裝)
通識教育與在地產業、語言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國立聯合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華語文學系, 客家
研究學院苗栗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
會 編 輯 .-- 苗 栗 市 : 聯 合 大 學 ,
1081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31-2-5 (平裝)
雲林縣管區域排水大義崙大排系統
(大義崙主幹線、甘厝大排、西螺大
排、舊頂埤頭大排)治理規劃檢討/黎
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812 .-- 5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197 (平裝附光碟片)
雲林縣管區域排水牛桃灣溪系統(牛
桃灣大排、萬興大排)治理規劃檢討/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812 .-3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20-3 (平裝附光碟片)
開客 READY GO. 2019/ .-- 初版 .-- 新
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8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4-05-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琵琶、阮咸作品精選/ .-- 臺北市 : 北
市國樂團, 10812 .-- 659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12-37-1 (隨身碟)
勞資爭議類型化個案選輯. 第十六輯
/吳仁煜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勞
工局, 10812 .-- 12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13-36-1 (平裝)
童話故事: 臺灣兒少陶藝獎. 2020/蔡
佳芬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

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109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3-33-0 (PDF)
視覺革新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設計工作營成果專集. 2019/張妃
滿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81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11-6-2 (平裝) NT$500
*園來如此: 大園區小地名檔案/許愛
玉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大園區
戶政事務所, 10812 .-- 3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27-5 (平裝)

綠建材產業發展現況及產值調查之
研究/羅時麒研究主持 .-- 第 1 版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547 (平裝)

臺灣機能作物食農教育農事指南/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彙編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3-4 (EPUB)

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設計與管理維
護之研究/鄭元良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53-0 (平裝)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機場捷運 A7
站區開發案區段徵收工程等執行情
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
計部, 10812 .-- 2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31-41-9 ( 平 裝 )
NT$100

臺中 29 區絕景/林筱淇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觀光旅遊局,
108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4-49-8 (平裝)

綠建築與近零能源制度之調合研究/
王榮進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2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71-4
(平裝)

臺中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年/
國立中興大學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中市研考會, 10812 .-- 6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4-52-8 (精
裝)

綠建築營運使用評估方式及簡化之
研究/林子平研究主持 .-- 第 1 版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523 (平裝)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暨鄧國雄教
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 2019/臺北市
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編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大 史 地 系 ,
10812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2-44-9 (平裝) NT$380

臺展復刻.經典再現/林明賢策劃.執
行; 何政廣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32-007-2 (全套:平裝)

臺北市立大學國際及兩岸運動教育、
運動訓練暨運動產業經營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2019 年/王宗騰主編 .-- 臺
北市 : 北市大, 10811 .-- 7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2-40-1 (平裝)
臺北整體開發智慧生態行動綱領/李
奕芸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地政局,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9-3 (PDF)
彰投雲嘉農村四季遊/梁大慶, 陳冠
宇主編 .-- 初版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南投分局, 10812 .-- 127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0-2 (平
裝) NT$350
夢的島嶼 Island is land of dream: 林磐
聳的藝術世界/林磐聳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8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15-6
(平裝) NT$1000
臺南市政工作剪影. 108/劉一芬文字
撰稿 .-- 臺南市 : 南市府, 10812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5-59-4 (平裝)

臺灣小故事 101. 上/戴寶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4-29-7 (PDF)
臺灣小故事 101. 下/戴寶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0-3 (PDF)
臺灣陶藝獎: 陶藝成就獎陳煥堂.
2019(中英對照)/蔡佳芬總編輯; 謝淳
光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鶯歌陶瓷博物館,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3-30-9 (PDF)
NT$1300
臺灣陶藝獎: 陶藝創作獎實用獎.
2019(中英對照)/蔡佳芬總編輯; 謝淳
光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鶯歌陶瓷博物館,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3-32-3 (PDF)
NT$13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個案研
討會紀要. 105 年/林鈺琅, 王明玲, 徐
麗瑩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地
方法院, 10901 .-- 27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3-17-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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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藝錄. 2018/蔡昭儀總編輯 .-- 臺中
市 : 臺灣美術館,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6-3 (PDF)
館藏桃園 桃跑指南/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8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299 (平裝)
應用都市洪水即時預警模式進行滯
蓄洪設施整合減災調適技術研究/羅
偉誠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812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8-64-6 (平
裝)
環境教育計畫成果報告. 108 年/經濟
部水利署, 鼎澤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812 .-- 2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8-1 (平裝)
觀察力好好玩/花蓮縣政府編著 .-花蓮市 : 花縣府, 10812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9-08-9 (平
裝附光碟片)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SUPER)普高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
2/李芳媛, 林蒤奈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1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3-8 (平
裝) NT$263
(領航)公民與社會. 2/曾麟喬, 陳怡雯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2-1 (平裝) NT$313
(領航)歷史. 2/徐健堯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7-6
(平裝) NT$275

2 合 1 題庫票據法+銀行法/宏典文化
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61-7 (平裝) NT$350

司, 10812 .-- 24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986-441-353-9 (平裝)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7-6
(PDF) NT$406

Kidsabc class book. 4/senior editor Jo
Hsiao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0812 .-- 48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986-441-352-2 (平裝)

Windows Server 2019 系統與網站建
置實務/戴有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7-4 (PDF) NT$434

Kidsabc storybook. 4/senior editor Jo
Hsiao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0812 .-- 24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441-354-6 (平裝)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搶分題庫/陳思
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1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4-4 (平裝) NT$600

AKILA 魔法教室: PowerPoint 2016/碁
峰資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4-5 (PDF) NT$175

LINE 官方帳號 2.0: 邁向百萬星級店
家/劉滄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0-6 (PDF) NT$252

土地稅法規/謝志昌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1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19-7
(平裝) NT$400

Android 初學特訓班/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2-366-9
(PDF)
NT$336

Live Escalate Lite: Summit/author
LiveABC editors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812 .-- 1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41-356-0 (平裝)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0: 經濟
學(106-108 年試題)/楊莉, 牧翰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2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52-7 (平裝) NT$580

2 合 1 題庫會計學+貨幣銀行學/宏典
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
組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62-4 (平裝) NT$550

Ebersole and Hess' 老人護理與健康老
化/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 原著;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 .-- 第五
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愛 思 唯 爾 ,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14-7-8 (PDF)
Excel 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
料分析(適用 Excel 2019/2016/2013)/
楊世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1-3 (PDF) NT$378
E 通瞄準大學學測. 2020/林廷熹, 林
廷樂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廷數
學, 10811 .-- 3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61-5-3 (平裝) NT$360
Grammar map/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
策畫編著 .-- 臺南市 : 大必佳英語教
育, 108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179-6-9 (平裝) NT$300
iOS 13 程 式 設 計 實 戰 : Swift
5.1/SwiftUI 框架: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
巧 200+/朱克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8-3 (PDF) NT$406
JavaScript 技術手冊/林信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6-7 (PDF)
NT$392
Kidsabc activity book. 4/senior editor Jo
Hsiao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Python 基礎必修課(含 MTA Python
微軟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等編
著; 吳明哲策劃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5-2 (PDF) NT$315
Python 與 LINE Bot 機器人全面實戰
特訓班/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88-1 (PDF) NT$364
SPM 動力機械: 進階-生活智慧王/貝
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貝登堡智能, 10812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39-39-0
(平裝)
Super Study Fun. 4/co-writers Jenny
Chen et al. .-- 1st ed. .-- 臺北市 : 興翰
文教科技,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549-1-7 (精裝附光碟
片)
The
complete
TOEIC
practice
test/author Ian Clarke, Joseph Schoer,
Jamie Blacker .-- 1st ed. .-- 臺北市 : 臺
灣東華, 10901 .-- 136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483-989-6 (平裝附光碟
片)
The honest woodcutter/editor Lina Chu,
Daisy Chen .-- 1st ed. .-- 臺北市 : 佳音,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7-6 (平裝)
Unity 3D 遊戲設計實戰/邱勇標作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102

日文文法與測驗/余金龍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36-7-1 (平裝) NT$500
中古車查定實務/郭俊昇等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1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319-4 (平裝)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爭點隨身書/
棋許、林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1 .-- 43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244-947-9 ( 平 裝 )
NT$380
公民速解/林茵編著 .-- 十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5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56 (平裝) NT$600
*日本商業書信/余金龍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0812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36-8-8 (平裝) NT$500
日本語初級大地 3.4 聽解文法練習/
佐々木薫, 西川悦子, 大谷みどり編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0901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183-9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公民與社會.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鄧毓浩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2 .-- 19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443-648-4 (平裝)

公民與社會.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吳文傑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2 .-- 2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779-5 (平裝)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2/高慧如, 廖翠
雰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2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6-9 (平裝) NT$150
升科大四技: 健康與護理模擬試題與
歷屆試題解析/孫芳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812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9-182-7 (平
裝)
中級會計學/林有志, 蕭子宜, 黃娟娟
著 .-- 增訂二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
資訊,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597-3-8 (PDF)
中級會計學/鄭泓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2 .-- 9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21-0 (下
冊:平裝) NT$650
中級會計學霸/鄭泓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812 .-- 9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22-7
(下冊:平裝) NT$650
比較教育/羅正, 玉棠編著 .-- 六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7-6676 (平裝) NT$620
中餐烹調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丁秀娥, 廖昱翔, 曹舜為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8-1 (平裝)
中醫護理技術: 耳穴療法/林麗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0812 .-2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8-8-6 (平裝附光碟片)
用 mBlock 玩 mBot 機器人互動程式
設計: AI 人工智慧、IOT 物聯網、
ML 機器深度學習/王麗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7-5 (PDF)
用 micro:bit+Python 寫程式當創客!培
養創造力/李啟龍, 林育安, 詹庭任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6-8 (PDF) NT$196
民用航空法/鄭中基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32-2 (平裝) NT$460
正好的民法選擇題/林政豪編著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59-8 (平裝) NT$450
司法特考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
混合題庫 Q&A. 109 版/顏平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25 (平裝) NT$580
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李甦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57-4 (平裝) NT$450
生物關鍵奪分/林薇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及第, 10812 .-- 3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30-8-2 (平裝)
NT$350
必修公民與社會. 2/彭誠, 柏源誠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2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35-6-2 (平裝)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 11 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081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5-302-0 (平裝)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Creo 技能檢
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黃穎豐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901 .-- 5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410 (平裝附光碟片)
台電企業管理測驗題庫 Q&A(含非
測驗式試題). 109 版/公孫策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6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308 (平裝) NT$580
犯罪學高分示解. 109 版/王皓強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812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2-4 (平裝) NT$650
民總債總關鍵選擇/綺夢, 殷越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2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1-3 (平裝) NT$400
主題式電工原理精選題庫/陸冠奇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812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3-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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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甄
家灝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8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42-7 (平裝)
刑法: 爭點隨身書/陸奢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2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22 (平裝) NT$200
刑事訴訟法: 爭點隨身書/陸奢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3-9 (平裝) NT$300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王為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53 (平裝) NT$380
有害作業主管: 經典題庫解密/湯士
弘編 .-- 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65-5 (平裝) NT$220
老師開講: 保險法/廖毅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1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46 (平裝) NT$380
各國人事制度/張秉鈞編著 .-- 第六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1 .-- 6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3-2 (平裝) NT$600
血源性病原體學生手冊: 血源性病原
體綜合指南/Cathryn Castle Garcia 等
撰稿; 方景翰編輯; Pauline Hus 翻
譯 .-- 嘉義市 : 捷你爾, 10902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11-6-2
(平裝)
企業經營與診斷/胡伯潛著 .-- 增訂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97-7-1 (PDF)
危險物品歷屆試題題庫大全/游象傳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新裕豐文化,
10812 .-- 408 面; 408 公分 .-- ISBN
978-986-97043-3-5 (平裝) NT$700
住宅空間設計教程/沈渝德, 劉冬編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55-5 (PDF) NT$320
汽考照指南(完整版)/周宇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輿, 109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6-190-4
(平裝) NT$150

我的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法典/董謙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44-829-8 (平裝) NT$218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 2 合
1/柳威廷編著 .-- 第 27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57-0 ( 平 裝 )
NT$350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信投
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訂二十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3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6-4 (平
裝) NT$350
技能檢定共用項: 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
能減碳學科參考資料/TKD 技能檢定
中心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812 .-- 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55-291-7 (平裝) NT$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
工/吳啟瑞, 陳坤地, 陳麗瑄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2 .-- 3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38-842-6 (上冊: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力
學/黃達明, 柯雲龍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2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38-840-2
(上冊:平裝)
投資學: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
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訂十五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36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0-2 (平
裝) NT$50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1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391-49-9 ( 平 裝 )
NT$15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22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391-50-5 ( 平 裝 )
NT$20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391-53-6 ( 平 裝 )
NT$19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17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391-54-3 ( 平 裝 )
NT$16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30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391-55-0 ( 平 裝 )
NT$260

初等公民 All Pass 歷屆試題全解. 110
版/陳萱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1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0-9 (平裝) NT$500
初等公民愛練書. 110 版/艾欣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62 (平裝) NT$550
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10 版/林茵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8-5 (平裝) NT$60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18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8391-51-2 ( 平 裝 )
NT$160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
一. 110 版/陳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1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7-8 ( 平 裝 )
NT$500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
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7 版 .-臺北市 : 薪橋, 10812 .-- 2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56-7 (平裝)
NT$230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110 版/程明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7-9 (平裝) NT$620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金永勝
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0812 .-- 420 面; 15 公分 .-ISBN 978-986-514-196-7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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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4-2 (PDF)
NT$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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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95-9 (PDF) NT$315
物理,搞什麼飛機/吳明德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42-1
(平裝)
初等土地行政大意 3Point. 110 版/林
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8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4-8 (平裝) NT$600
初等土地法(概要)大意 3Point. 110 版
/林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1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8-6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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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10 版/
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2-3 (平裝) NT$620
初等交通行政(大意)3Point. 110 版/林
敏玄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65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1-6 (平裝) NT$600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
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10
版/張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1 .-- 60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5-5 (平裝) NT$580
初等法學大意. 110 版/陳治宇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9-4 (平裝) NT$650
初等法學大意. 110 版/程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2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9-2 (平裝) NT$650
初等法學大意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
題庫. 110 版/顏台大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6-1 (平
裝) NT$600
初等英文測驗題庫 Q&A. 110 版/顏
弘, 顏國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1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0-0 ( 平 裝 )
NT$6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30 (平裝) NT$580

初 階 英 文 閱 讀 與 寫 作 練 習 /Joseph
Schier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0901 .-- 11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83-993-3 (下冊:平裝
附光碟片)

初等經濟學大意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0 版/許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38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24-7 (平
裝) NT$480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外語群)/Casey Malarcher 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1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3992-6 (下冊:平裝附光碟片)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陳思
緯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59-91-3 (平裝) NT$560

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原住民
族發展史). 110 版/鄭中基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87 (平裝) NT$600
初等國文完全攻略(包括公文格式用
語). 110 版/林蒿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60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70 (平裝) NT$600
初等國文測驗加強版公文格式用語
及應用文精要. 110 版/郭雋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17 (平裝) NT$480
初等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
文格式用語). 110 版/江河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131 (平裝) NT$450
初等基本電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劃
答案. 110 版/程金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1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219-3 (平裝)
NT$600
兒童問題與輔導/簡宏江編纂 .-- 初
版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 10812 .-1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911-73-7 (平裝)
初 等電 子學測 驗選 擇題庫劃 答案 .
110 版/鄭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1 .-- 518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14-225-4 ( 平 裝 )
NT$600
初等運輸學大意重點整理暨精選、
歷屆試題全解. 110 版/劉奇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1 .-- 67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
題庫/陳思緯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812 .-- 73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8859-90-6 ( 平 裝 )
NT$600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經典講義與試
題/高朝樑編著 .-- 臺中市 : 東展文化,
10901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35-76-1 (平裝) NT$400
英文. A.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車畇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2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088 (平裝)
英文. B.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曾麗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2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095 (平裝)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46-7-1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夏蕙蘭, 陳懷如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46-8-8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廖淑雯, 林心捷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46-4-0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蔡亦涵, 李璿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
會,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46-6-4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游春琪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8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46-1-9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曾佩芬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46-0-2 (平裝) NT$50

英文.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車畇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81-8 (平裝)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
數學乙. 108 學年度/謝政達, 朱惠文,
陳慧美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
中心基金會, 10812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46-2-6 (平裝)
NT$5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重點/考
題 2 合 1/柳威廷, 詹偉成編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59-4 (平裝) NT$40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管美蓉, 胡雲薇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46-3-3 (平裝) NT$50

活用高中基礎物理精析(高一全)/紀
延平, 張大揚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812 .-- 220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97476-9-1 (平裝)

美術. 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柯鈞
翔等編著; 丘永福主編 .-- 臺北市 :
幼獅, 10902 .-- 2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49-185-8 (平裝)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
會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蔡侑達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46-5-7 (平裝) NT$50

前進太空指南/楊旻蒼, 楊智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8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438 (平裝)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08 學年度/謝政達, 吳國良, 葉士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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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空間前置詞 из,от,с 語義
描寫與研究/鄭盈盈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01 .-- 冊 .-- ISBN 978-98698410-7-8 (全套:平裝) NT$1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8-7580 (上冊:平裝)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7-3
(平裝) NT$300

建築設計理論與實例解析. 六, 大圖
範例/張國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國禎, 10901 .-- 2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9-8 ( 盒 裝 )
NT$1200

國考大解密證券交易法/公羽, 惠楹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8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46-9 (平裝) NT$330

基礎工程力學/詹雅晶, 康通能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
10812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287-0 (平裝)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關鍵實務/介青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8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54-3 (平裝) NT$450

基礎圖學實習/張誠, 林耕雨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812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188-0 (下冊:平裝)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周易編著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60-4 (平裝) NT$450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
庫雙效解析/劉秀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5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63 (平裝) NT$600

高考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109 版/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812 .-- 576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14-201-8 ( 平 裝 )
NT$580
高效英文演練句型 131/蔡方編著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901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81-7
(平裝) NT$280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812 .-- 6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4-9 ( 平 裝 )
NT$620
氧氣管理學生手冊: 管理氧氣綜合指
南/Cathryn Castle Garcia 等撰稿; 方景
翰編輯; Pauline Hus 翻譯 .-- 嘉義市 :
捷你爾, 1090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811-7-9 ( 平 裝 )
NT$1200
財務分析: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
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
庫. 109 年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 修訂十九
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4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1-9 (平裝) NT$500
國文.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語文領域)/顏瑞芳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2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071 (平裝)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2/盧建民編
著 .-- 臺北市 : 建弘, 10812 .-- 1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7476-7-7
(平裝)
基本設計實習/李銘龍, 陳美燕, 林合
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812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126-2 (下冊:平裝)
基本電學: 附贈 MOSME 行動學習一
點通/黃仲宇, 梁正編著 .-- 第三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296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謝安,
張旭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01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158-1 ( 平 裝 )
NT$450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內科/蔡
銔編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12 .-1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28-1 (平裝) NT$300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外科/蔡
銔編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12 .-1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29-8 (平裝) NT$300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通論與共
同題/蔡銔編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81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30-4 (平裝) NT$600
陸海空 DIY 科競展能/張志康作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8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445 (平裝)
理財規劃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林冠秀編著 .-- 第 15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58-7 ( 平 裝 )
NT$450
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 爭點隨身
書/棋許, 林彤編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901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44-905-9 (平裝)
NT$38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機械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
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1 .-- 24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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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外勤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
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8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30-4 (平裝)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 主題式題庫
+歷年試題/張恆編著 .-- 第七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9298 (平裝)
郵政三法(大意)三合一/顏台大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812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00-1 (平裝) NT$620
*就是愛 AR/李欣潔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北澎科技, 10812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50-0-4 (平
裝) NT$99
超高效心智圖法職場應用課程講義/
孫易新編著 .-- 臺北市 : 臺北市孫易
新心智圖法補習班, 108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46-1-1
(平裝) NT$500
超倍速 52 背單字. 托福篇/陳沂霖,
林漢忠編著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
技, 10812 .-- 25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714-252-8 (平裝) NT$320
期貨交易法規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
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
訂二十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
會, 10901 .-- 4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4-0 (平裝) NT$350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期貨商業務員
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 修訂二十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

貨基金會, 10901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5-7 ( 平 裝 )
NT$500
期貨信託法規及自律規範: 期貨信託
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資格測驗學
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訂七
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26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7-1 (平裝) NT$280
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教師手
冊. 2/鄧毓浩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2 .-- 45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443-649-1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 2, 教師手冊/
張峻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1 .-- 52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47-7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 2, 課本/張峻
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1 .-- 2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43-646-0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2/楊翠主編 .-初 版 .-- 臺 北 市 : 奇 異 果 文 創 ,
10901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61-5-7 (平裝) NT$380
普通型高級中學歷史. 2/莊德仁, 楊
惠如, 佟以群編著; 陳登武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2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4-5 (平裝) NT$320
測量實習. 下冊/呂卓樫, 沈聰益, 顏
木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812 .-- 256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455-256-6 (平裝)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寶典/黃皇凱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1 .-- 5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87-927-4
(平裝)
會計學分章題型解析/蔡瑞祥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1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20-3 (平裝) NT$450
新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I/王金松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0812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01-7-6 (平裝) NT$380
新細說高中化學教學講義/張乃文,
薛勝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812 .-- 2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7476-8-4 (平裝)
經濟學(概要)重點直擊/馮克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1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18-0 (平裝) NT$620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林崇漢編著 .-- 第 14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12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56-3 ( 平 裝 )
NT$480
銀行考試銀行題庫考前攻略. 109 版/
文呈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231-5 (平裝) NT$580
管理學/蔡敦浩著 .-- 增訂三版 .-- 新
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097-8-8 (PDF)
夢想: 談圖畫書的視覺藝術/鄺靜辰
著 .-- 一版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
108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74-4 (平裝) NT$580
圖解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 網路時代
人人要懂的自保術/增井敏克著; 楊
季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3-8 (PDF) NT$266
製圖實習/張文澤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2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281-8
(下冊:平裝)
實戰 AI 資料導向式學習: Raspberry
Pi x 深度學習 x 視覺辨識/曾吉弘等
作; 莊吳行世企劃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69-0 (PDF)
NT$266
標竿中級閱讀 100 篇. B/賴素如策劃
總 編 .-- 臺 中 市 : 標 竿 出 版 社 ,
108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428-8-7 (平裝) NT$400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律實務組).
2020(105-108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鄭瑋, 劉學, 賽利絲, 魏合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2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6-6 (平裝) NT$200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調查工作組).
2020(106-108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鄭瑋, 劉學, 賽利絲, 謝望民編著 .-107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812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5-9 (平裝) NT$280
數學. B.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方志元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大, 10902 .-- 1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19-3205-7 (平裝)
數學. C.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林和田, 許育世, 張泉欽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2 .-- 2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064 (平裝)
數學 A.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鄭惟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23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777-1 (平裝)
數學 B.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鄭惟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1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778-8 (平裝)
歷史.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朱振
宏, 王良卿, 李麗燕編輯; 楊維真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1 .-17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43650-7 (平裝)
歷史.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
域)/林桶法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01 .-- 20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33-108-7 (平裝)
歷史. 2,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朱振宏, 王良卿, 李麗燕編輯;
楊維真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1 .-- 2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43-651-4 (平裝)
歷史.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古偉瀛, 林美香, 王世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80-1
(平裝)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
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812 .-- 3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391-52-9 (平裝)
NT$320
機械製造. 下/賴育材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2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3075 (平裝)
餐飲服務技術.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游達榮, 高淑品, 施奕璇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812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63822-9 (平裝)
應用物理學簡明教程習題指導書/錢
錚, 王海雲, 唐茂勇主編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339-6 (EPUB)
NT$290
臨床腸胃學/趙有誠總編輯 .-- 一版 .- 花蓮縣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06-3-9 (PDF)
營建法規彙編/池體演等編輯 .-- 五
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0902 .-冊 .-- ISBN 978-986-97551-6-0 (上冊:
平 裝 ) NT$425 .-- ISBN 978-98697551-7-7 (下冊:平裝) NT$475
總體經濟 101/楊明憲著 .-- 增訂一
版 .-- 新 北 市 : 滄 海 圖 書 資 訊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597-2-1 (PDF)
縱觀: 微生物免疫學/吳念華著 .-- 十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812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30-9-9
(平裝) NT$360
簡明泌尿學/謝政興總編輯; 李祥生
等編輯; 許竣凱, 林郁芬助理編輯 .-初版 .-- 花蓮縣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 108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06-2-2 (PDF)
翻倍效率工作術: Excel 職場最強急
救包/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378-2 (PDF) NT$252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9
年/吳孟樵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1 .-- 46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8-334-6 (平裝)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一般業別
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 .-- 四版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563-1
(平裝) NT$350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別經
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 .-- 四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1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564-8 (平
裝) NT$35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級 術科寫作特
訓/湯士弘編 .-- 三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812 .-- 21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554-9 ( 平 裝 )
NT$32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甲級術科寫作特
訓/湯士弘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812 .-- 3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555-6 (平裝) NT$35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
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
訂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貨基
金會, 10901 .-- 6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7356-9-8 ( 平 裝 )
NT$50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業
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修訂二十版 .-- 臺北市 : 證
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47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2-6 (平
裝) NT$400
證 券投 資分析 人員 資格測驗 題庫 .
109 年版/ .-- 修訂四版 .-- 臺北市 : 證
券期貨基金會, 10901 .-- 65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8-8 (平
裝) NT$690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證券商業務員
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9 年版
/ .-- 修訂十六版 .-- 臺北市 : 證券期
貨基金會, 10901 .-- 4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2-3-3 ( 平 裝 )
NT$400
繪畫基礎實習/江健昌, 賴一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812 .-- 2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55-125-5 (下冊:平裝)
議想: 咀嚼閱讀圖畫書/鄺靜辰著 .-一版 .-- 苗栗縣 : 育達科大, 10812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75-1 (平裝) NT$580
灌概排水概要. 109 版/林震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1950 (平裝) NT$520
*鐵路運輸學/劉名傳編授 .-- 初版 .-臺北市 : 大東海國際書局, 10812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478-2-7 (平裝)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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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推理: 現代觀與教學運用/王遠
程等作; 楊義明主編 .-- 臺北市 : 臺
灣愛思唯爾,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014-5-4 (PDF)
結核病案例解析/李仁智著 .-- 臺北
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014-4-7 (PDF)
視覺光學實務與屈光原理. 下
/Andrew Keirl, Caroline Christie 原著;
郭奕萱等翻譯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14-8-5 (PDF)
牙科植體手術彩色圖譜/Michael S.
Block 原著; 林宣利等翻譯 .-- 第四
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愛 思 唯 爾 ,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14-6-1 (PDF)

兒童讀物
Fun time!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goats/ .-- 臺北市 : 佳音,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8-4584 (平裝)
Fun 夏/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160-3-8 (平裝)
Giggles. 2/Sonny Hsu, Maggie Huang
作 .-- 高雄市 : 赫書文化, 108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866-45 (平裝)
Giggles. 4/Sonny Hsu, Maggie Huang
作 .-- 高雄市 : 赫書文化, 108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866-52 (平裝)
Giggles. 6/Sonny Hsu, Maggie Huang
作 .-- 第一版 .-- 高雄市 : 赫書文化,
108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866-6-9 (平裝)
Happy 購/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3-2 (平
裝)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1/[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59-1 (PDF)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2/[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3-8 (PDF)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0-7 (PDF)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459-15 (全套:精裝)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3/[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5-2 (PDF)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1/[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1-4 (PDF)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4/[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4-5 (PDF)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2/[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2-1 (PDF)

小小人兒來幫忙: 紅色鈕扣找一找/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周姚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11-995-2 (精裝)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5/[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66-9 (PDF)

The desert race/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 臺北市 : 敦煌, 10901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92-8 (平裝)

Illustrated table manners in English/朱
玉鳳, 游曉瑜著; 潘士偉繪 .-- 初版 .-臺北市 : 伊莉莎白國際禮儀協會,
10901 .-- 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529-2-3 (平裝) NT$450

一切都只是剛剛好: 貝果野野的心靈
筆記/貝果野野作; Coco 林繪圖 .-- 初
版 .-- 花蓮縣 : Coco 林, 10812 .-- 4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9-7 (精裝) NT$480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4/Imran Durrani 主編 .-- 第一版 .-- 高
雄市 : 童話國際, 10812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97-1-8 (平
裝附光碟片)

一本關於沒有的書/麥克.班德(Mike
Bander)文; 修.墨菲(Hugh Murphy)圖;
黃又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
教育文化, 10901 .-- 32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876-79-1 (精裝)
NT$300

Monkey Island/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 臺北市 : 敦煌, 10901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91-1 (平裝)
My super baby 觸摸有聲書: 星光森林
/Marion Billet 作 .-- 新北市 : 閣林文
創, 10902 .-- 12 面; 17X17 公分 .-ISBN 978-986-5403-46-1 ( 精 裝 )
NT$800
My super baby 觸摸有聲書: 農場好朋
友/Marion Billet 作 .-- 新北市 : 閣林
文創, 10902 .-- 12 面; 17X17 公分 .-ISBN 978-986-5403-47-8 ( 精 裝 )
NT$800
Phonics for Children/author Grace
Shen .-- 1st ed. .-- 臺中市 : 專業全民
英檢,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765-33-0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 ISBN 978-986-5765-34-7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STOP 機器人/黃永寬, 李秀華, 陳月
娥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體 育 署 ,
108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9-6 (平裝)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0/[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 臺北市 : 佳音,

一隻大熊要住宿/廖小琴文; 陳新澤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398-5 (精裝) NT$280
一起來玩吧/金希暎文圖; 魏嘉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3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125-71-0 (精裝)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顏志豪文; 黃志
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01-6 (精裝) NT$320
九百九十九隻小雞擠呀擠/陳夣敏文;
抹布大王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91-403-6 ( 精 裝 )
NT$280
七隻小羊/陳怡慧, 蘇慶元劇本; 簡惠
碧改寫; 駱思竹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1090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26-39 (精裝附光碟片) NT$300
十萬個為什麼/李美麗文字協力; 吳
楚璿繪; 小牛津編輯團隊執行策劃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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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關刀小小孩/蔡勝德文; 楊婷雅
圖 .-- 嘉義市 : 小茶壺兒童劇團,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303-3-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上什麼樣的學校好呢?/卡洛琳.洛克
(Caroline Roque)作; 葛雷果.馬畢爾
(Grégoire Mabire)圖; 黃婷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3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125-727 (精裝)
小羊不見了!/謝明芳文; 胡琪琪 .-- 初
版 .-- 高雄市 : 愛智, 10812 .-- 3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57-608-542-0
(平裝) NT$195
工作超人/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4-9 (平
裝)
小松鼠故事窩繪本套書. 第一輯/李
赫等著; 葉子等繪圖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狗狗圖書, 10901 .-- 冊 .-- ISBN
978-957-8891-70-8 ( 全 套 : 平 裝 )
NT$640
小松鼠故事窩繪本套書. 第二輯/李
赫等文; 莊姿萍等圖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狗狗圖書, 10901 .-- 冊 .-- ISBN
978-957-8891-71-5 ( 全 套 : 平 裝 )
NT$640
小松鼠故事窩繪本套書. 第三輯/吳
奇峰, 李赫文; 張子鈞, 陳志鴻, Tony
圖 .-- 第二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01 .-- 冊 .-- ISBN 978-957-8891-722 (全套:平裝) NT$640
三隻小熊去郊遊/朱惠芳文; 阿咚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5-0 (精裝) NT$280
大恐龍來了/朱惠芳文; 阿咚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6-7 (精裝) NT$280

大象/珍妮.戴斯蒙(Jenni Desmond)文.
圖; 吳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90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40-313-4 (精裝)
小黑與小白/張之路, 孫晴峰文; 耶爾.
弗蘭克爾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01 .-- 48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491-404-3 ( 精 裝 )
NT$28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沈媛作; 楊
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52-2446 (全套:平裝) NT$900
小貓打瞌睡/市居美佳文.圖; 劉握瑜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812 .-- 3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211-999-0 (精裝) NT$290
小隱士想 beh 有一間厝/林榮淑故事;
高詩涵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台語
傳播,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237-6-3 ( 精 裝 )
NT$350
小幫手來了/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27 (平裝)
小寶貝與小動物唱遊繪本/幸佳慧文;
楊宛靜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79-924-4 (全套:精裝) NT$600
今天要去逛超市/謝茹著; 閆爽繪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507 (精裝)
天天採梨趣/徐惠美等圖.文; 江國湖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東勢
區農會, 10812 .-- 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593-0-1 (精裝)
少年廚俠. 5: 陰謀與真相/鄭宗弦文;
唐唐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36-5 (EPUB) NT$280
不是每個抱抱都美好/朱惠芳文; 木
棉繪畫工坊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7-4 ( 精 裝 )
NT$280
月亮狼/耿彥紅文, 齊海朝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91-3992 (精裝) NT$280
不是箱子/安東尼特.波第斯文.圖; 郭
妙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
育文化, 10901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876-80-7 ( 精 裝 )
NT$280

譯 .-- 臺 中 市 : 華 碩 文 化 科 技 ,
10901 .-- 2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57-8705-89-0 (精裝) NT$170
世界好友趣/陳宗銘等作 .-- 初版 .-桃園市 : 陳宗銘,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2-3 (精
裝)

文森回家了 /潔西莎.貝格利(Jessixa
Bagley), 艾倫.貝格利(Aaron Bagley)
文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01 .-- 3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400-293-1 (精裝)

生氣的亞瑟/海文.歐瑞(Hiawyn Oram)
文; 喜多村惠繪; 柯倩華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2-1 (精裝) NT$320

五顏六色的餅乾小舖/強納森.立頓
(Jonathan Litton)文; 馬嘉莉.曼希拉
(Magalí Mansilla)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2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440310-3 (精裝)

外婆,我愛你/魏曉曦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98 (精裝) NT$280

卡丁車大挑戰/強納森.立頓(Jonathan
Litton) 文 ; 馬 嘉 莉 . 曼 希 拉 (Magalí
Mansilla)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2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440-3110 (平裝)
外公,我愛你/魏曉曦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81 (精裝) NT$280
外公的小小生活: 影響我最深的人/
吳承鴻圖.文 .-- 初版 .-- 高雄市 : 承
鴻文化工作室, 10901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632-0-9 (平裝)
NT$200

充滿情感的生命樂章: 鋼琴發明家克
里斯多佛里的故事/伊莉莎白.魯希
(Elizabeth Rusch)文; 瑪尤莉.普萊斯曼
(Marjorie Priceman)圖; 朱恩伶譯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2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440312-7 (精裝)
白鵝露西/丹尼.貝克(Danny Baker);
皮帕.庫尼克(Pippa Curnick)圖; 黃又
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
文化, 10901 .-- 32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876-78-4 ( 精 裝 )
NT$300
有人在家嗎/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89 (平裝)

以色列: 科技力與創新力/曾多聞作;
高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1090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3-1-0 (精裝) NT$250

安全放大鏡/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25 (平裝)

皮克威克奶奶全系列/貝蒂.麥唐納
(Betty MacDonald)著; 劉清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0901 .-- 冊 .-ISBN 978-957-8544-26-0 (全套:平裝)
NT$1150

在 吃 東 西 的 時 候 ....../ 艾 蜜 莉 . 伯 恩
(Emily Bone)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
(Stefano Tognetti)圖; 謝維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03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03-8451 (精裝)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 勇氣正
義 精選/安妮.法蘭克等原著; 張翠萍
等改寫; 奇亞子等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2 .-- 冊 .-- ISBN
978-986-338-304-8 ( 全 套 : 平 裝 )
NT$1400
生 活 中 的 形 狀 /author Markéta Špa č
ková; illustrator Edit Hajdu; 碧安朵翻
110

安全過關/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5-6 (平
裝)
有你真好/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7-2 (平
裝)
宇宙之心: 給最初的你/阿米箔文字;
王小茵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05-44-1 ( 精 裝 )
NT$300
如果不吃藥/黃小衡著; 棉花糖繪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902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203-6-3
(精裝) NT$280
如果不洗手/黃小衡著; 棉花糖繪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902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203-4-9
(精裝) NT$280
如果不理髮/黃小衡著; 棉花糖繪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902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203-5-6
(精裝) NT$280
在來吉生活/小林智惠子圖.文 .-- 雲
林縣 : 雲林科大永續發展與社會實
踐研究中心, 10901 .-- 2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8-4-3 (精
裝)
有翅膀的讚美/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妮可.塔斯瑪(Nynke Mare
Talsma)圖;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奧林文化, 10902 .-- 3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7682-8-3 (精裝)
冰雪奇緣. 2, 電影延伸故事繪本: 真
正的歸宿/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繪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02 .-- 32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658-293-6 ( 精 裝 )
NT$300
印象.南海: 南海劇場口述歷史訪談
暨影像紀錄/李順霖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812 .-- 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8-9 (平
裝)
再等一下喔!/奧拉.帕克(Aura Parker)
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1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521-388-6 (精裝) NT$300
好棒的農曆新年/伊拉莉亞.法羅西
(Ilaria Falorsi)著; 李紫蓉譯 .-- 初版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812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12-381-2
(精裝) NT$400

吃飯囉!/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614-5-8 (平裝)
地震海嘯大逃脫/WILSON 作; 氧氣
工作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
化, 109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81-6 (平裝) NT$260
我 才 不 想 洗 澡 呢 !/ 莫 . 威 樂 (Mo
Willems)圖文; 吳愉萱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0823 (精裝) NT$320
別小看我/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4-1 (平
裝)
我不要遲到/王蕙萱文; 漢斯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2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602-830 (平裝) NT$300
我不想上學!/莫.威樂(Mo Williems)圖
文;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02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085-4 ( 精 裝 )
NT$320
我在這裡!努力總有一天會被看見
/Debby Peeters 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2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42-53-3 (精裝)
形形色色的不同鳥嘴/國松俊英作 .-新北市 : 人類, 10812 .-- 3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57-8586-93-2 (精裝)
NT$350
沒 那 麼 可 怕 /author Štěpánka
Sekaninová; ilustrator Jakub Cenkl; 碧
安朵翻譯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
10901 .-- 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705-88-3 (精裝) NT$200
我的古怪房間 /愛蓮.羅曼諾(Hélène
Romano)作; 阿多麗.戴伊(Adolie Day)
繪; 阮若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 10902 .-- 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5-11-0 ( 精 裝 )
NT$330
我和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麥特.
拉莫斯(Matt Lamothe)文.圖; 彭欣喬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2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479-915-2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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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交通工具磁貼遊戲書/安娜蘇菲.
包曼文; 伊蓮娜.康菲圖; 上誼編輯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02 .-- 12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57-762-677-6 (精裝) NT$600
你知道我的家在哪裡嗎？ /莊佳穎,
王芷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
意, 10902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0-2 (精裝) NT$490
你是貓?還是老虎?/莎莉.伍卓夫(Liza
Woodruff)文.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2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48-8607 (精裝) NT$280
我們一起買菜去/謝茹著; 閆爽繪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514 (精裝)
我剛出生的時候/伊莎貝爾.米荷絲.
馬汀斯(Isabel Martins)文; 馬達琳娜.
馬杜索(Madalena Matoso)圖; 黃筱茵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0901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876-81-4 (精裝) NT$280
那隻叫做班班的怪獸/張爽媛文; 欒
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0-5 (精裝) NT$280
每個孩子都是會畫畫的天使/于隆信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02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60-2-7 (平裝) NT$150
我們都是第一名!/佐藤伸文; 山村浩
二圖; 蘇懿禎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2 .-- 3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3-18-5 ( 精 裝 )
NT$320
我最好的朋友/謝茹著; 閆爽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48-4
(精裝)
我最喜歡的節慶系列/親親文化編輯
部製作編寫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400-705 (全套:平裝) NT$4500
角落小夥伴 7 周年紀念 BOOK/主婦
與生活社作; 高雅溎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0901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1-0
(平裝) NT$599

我媽媽才是超級英雄/卡特琳娜.高斯
曼 . 漢 瑟 爾 (Katharina GrossmannHensel)文圖; 林敏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滴文化, 109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29-42-6 (精
裝) NT$340
長大當什麼/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01 (平裝)
奇妙的鐵/畠山重篤原著; 杉山佳奈
代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9-183-4 (平裝) NT$300
爸爸,我愛你/魏曉曦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4104 (精裝) NT$280
非是好滋味/清水區農會北寧家政班,
莫克美圖.文; 李月貴主編 .-- 初版 .-臺中市 : 中市清水區農會, 10812 .-2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3159-2-1 (精裝)
長滿樹的大樓/尹江美文圖; 陳彥樺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3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4-488-8 (精裝)
阿嬤的魔法菜/黃育秋文; 劉庚祐, 黃
育秋圖 .-- 臺中市 : 臺中市新社區農
會, 108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94-0-0 (精裝)
昆蟲世界的奧祕/谷本雄志作 .-- 新
北市 : 人類, 10812 .-- 3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57-8586-94-9 (精裝)
NT$350
芬蘭: 教育力與設計力/李嘉玲作; 高
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8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29-8-7 (精裝) NT$250
波蘭: 傳統力與科學力/李嘉玲作; 高
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8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29-9-4 (精裝) NT$250
看,水果是這樣的!/三枝三七子文.圖;
劉握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812 .-- 32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986-211-997-6 ( 精 裝 )
NT$280
看,蔬菜是這樣的!/三枝三七子文.圖;
劉握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812 .-- 32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986-211-998-3 ( 精 裝 )
NT$280
為 什麼他 有餅 乾 , 我沒有?/莫. 威樂
(Mo Williems)圖文; 吳愉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2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083-0 (精裝) NT$320
城市中的老鼠: 環遊世界/申愛咪
(Ami shin)著; 李雅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2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763-823-6 (精裝)
NT$250
城市狗,鄉下蛙/莫.威廉斯文; 強.穆特
圖; 沙永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902 .-- 6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3-03-0 ( 精 裝 )
NT$350
故事百匯. 第三輯/王洛夫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3 .-- 冊 .-ISBN 978-957-9047-48-7 (全套:平裝)
NT$5040
為爸爸準備禮物/謝茹著; 閆爽繪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491 (精裝)
重組機器人大戰/強納森.立頓
(Jonathan Litton)文; 馬嘉莉.曼希拉
(Magalí Mansilla)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2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440314-1 (精裝)
咱欸蕃薯園/楊麗華文; 鄭之瑋, 蔡淑
芬圖 .-- 臺中市 : 臺中市沙鹿區農會,
10812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85-0-2 (精裝)
美語巴弟. 第三冊, 木乃伊機器人!/國
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化,
10901 .-- 36 面; 48 公分 .-- ISBN 978986-98139-3-8 (平裝附光碟片)
厚熊笑狗: 長照系列繪本第三站-失
去平衡島/謝顯林, 卓小巧, 吳俊德文;
謝顯林圖 .-- 初版 .-- 南投縣 : 村居品
卷, 10901 .-- 28 面; 27X27 公分 .-ISBN 978-986-97373-2-6 ( 精 裝 )
NT$299
紅龍果火紅了/李素蘭等作 .-- 臺中
市 : 中市外埔區農會, 10812 .-- 4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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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 ISBN 978-986-94302-1-0
(精裝)
夏天來了/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60-8-3 (平
裝)
神 奇 大 傘 / 艾 美 . 瓊 . 貝 茲 (Amy June
Bates), 茱妮珀.貝茲(Juniper Bates)文;
艾美.瓊.貝茲(Amy June Bates)圖; 劉
清彥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2 .-- 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79-913-8 ( 精 裝 )
NT$350
真是天才!/童嘉圖.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2 .-- 4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57-32-8710-0 (精裝)
NT$220
海洋之門/方銘總, 吳慧琴總編輯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
10812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13-4 ( 第 1 集 : 精 裝 )
NT$200
閃亮聖誕節/山姆.托普林(Sam Taplin)
作; 艾莉森.弗林德(Alison Friend)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3 .- 1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086-1 (精裝) NT$450
夏夏叫/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614-0-3 (平裝)
桃桃的新洋裝 /張綺彣圖.文 .-- 初
版 .-- 雲林縣 : 張綺彣, 10812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70-3
(平裝) NT$360
家家樂/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160-4-5 (平裝)
能源魔法師/經濟部能源局文; 翁雅
德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
局, 108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42-77-4 (精裝) NT$250
浣熊洗衣店/澀谷純子圖文; 蔡季佐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0901 .-- 4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05-45-8 (精裝) NT$300
馬戲團來到我的村子/小林豊文.圖;
黃宣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03 .-- 48 面; 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06-1 (精裝) NT$350

厝邊阿伯土地公/劉子琦, 邱于菁撰
文; 許心瑜繪圖 .-- 桃園市 : 桃園市
文化基金會, 10812 .-- 21 面; 26X39
公分 .-- ISBN 978-986-98681-0-5 (精
裝)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九屆/曾
宥慈等著 .-- 高雄市 : 臺灣地區美濃
博士學人協會, 10812 .-- 1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87376-9-3 (平
裝)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50-0 (平裝)

2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595-0-9 (精裝)

雪是誰的?/安東尼.許奈德文; 張蓓瑜
圖; 柯倩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4-6775-7 (精裝)

畫東畫西真好玩/謝茹著; 閆爽繪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460 (精裝)

做家事真有趣/謝茹著; 閆爽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1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247-7
(精裝) NT$180

森林裡的小松鼠: 好紅好紅的紅毛衣
/岩村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1-0 (精裝)

雪人/金波作; 貴圖子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 10812 .-- 4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9-083-2 ( 精 裝 )
NT$300

猜猜我有多愛你/楊惠君執行編輯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34 (平裝)

動手玩光與水魔法/沈品汝文; 王秋
香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02-78-8 (精裝) NT$350

這都是我的寶物!/明琪(minchi)文.圖;
黃惠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3-17-8 (精裝) NT$320

國王的新衣/漢斯.克利斯丁.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立原
繪里花改編; 田中鮎子圖; 林家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3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125-70-3 (精裝)

這裡有蟲/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60-7-6 (平
裝)

鳥 仔 囝 揣 媽 媽 / 鍾 育 紋 文 ;
champignonlin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台語傳播, 10812 .-- 3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237-5-6 ( 精 裝 )
NT$350
麻竹筍.躲貓貓/廖烱良總編輯 .-- 臺
中市 : 中市太平區農會, 10812 .-- 32
面 ;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4-42-9 (精裝)
動 物 的 大 外 套 /author Silvie San ž a;
illustrator Edit Hajdu; 碧安朵翻譯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 10901 .-- 20
面 ; 19X19 公 分 .-- ISBN 978-9578705-90-6 (精裝) NT$170
動 物 的 花 衣 裳 /author Silvie San ž a;
illustrator Edit Hajdu; 碧安朵翻譯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 10901 .-- 20
面 ; 19X19 公 分 .-- ISBN 978-9578705-91-3 (精裝) NT$170
動物的移動城堡/author Markéta Špač
ková; illustrator Edit Hajdu; 碧安朵翻
譯 .-- 臺 中 市 : 華 碩 文 化 科 技 ,
10901 .-- 2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57-8705-92-0 (精裝) NT$170
動物的棲所/胡妙芬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陪爺爺空中釣魚/紀狄恩.斯德爾作;
波力.伯納丁繪; 吳其鴻譯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3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8-308-6
(精裝) NT$280

森林裡的小松鼠: 夜晚的朋友/岩村
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79-7 (精裝)
森林裡的小松鼠: 春天來了/岩村和
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773 (精裝)
森林裡的小松鼠: 森林裡的鳥寶寶/
岩村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78-0 (精裝)

荷蘭: 簡約力與創意力/凃心怡作; 高
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8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29-7-0 (精裝) NT$250

森林裡的小松鼠: 熱呼呼的下雪天/
岩村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1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479-880-3 (精裝)

鄉下老鼠進城記/蔡志仁作; 戴湞琪
圖 .-- 嘉義市 : 小茶壺兒童劇團,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303-4-1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超級好朋友/蘇慶元劇本; 簡惠碧改
寫; 駱思竹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彩
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109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626-2-2
(精裝附光碟片) NT$300

開心小老闆/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65 (平裝)

菸害防制兒童故事繪本: 白羊哥哥為
愛不吸菸/蔡勝德文; 楊婷雅圖 .-- 1
版 .-- 嘉義市 : 嘉市府, 108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14-5
(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萌西&格瑪大溪遊記/董明妮圖.文 .-桃園市 : 桃園市大溪國小, 10812 .-32 面; 18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26-8 (平裝)
給你一個大大的吻/陳琪敬文; 木棉
插畫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2-9 (精裝) NT$280
黃金麥田小精靈/黃嬿瑜圖.文 .-- 臺
中市 : 臺中市大雅區農會, 10812 .-113

超神奇洗髮精/宮西達也文‧圖; 陳
瀅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1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3-04-7 (精裝) NT$320
棉被君/Aki Kondo 作繪; 郭玲莉譯 .-第 1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8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2-6 (精裝) NT$300

棉被君和小刺蝟/Aki Kondo 作繪; 郭
玲莉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8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3-3 (精裝) NT$300

愛的親親/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60-6-9 (平
裝)

語言竇肚樂線行/尤天鳴總編輯 .-臺南市 : 南市府, 10812 .-- 4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5-624 (精裝) NT$350

發現鳥巢的祕訣/鈴木守作 .-- 新北
市 : 人類, 10812 .-- 72 面; 31 公分 .-ISBN 978-957-8586-95-6 ( 精 裝 )
NT$430

愛書豬寶寶/葛瑞格.皮佐利文.圖; 董
欣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11-996-9 (精裝)

臺東好移民/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
市 : 東縣府, 10812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9-17-2 (平裝)
NT$250

猩猩抓鳥/耿彥紅文, 齊海朝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4012 (精裝) NT$280

鄒族來吉的傳說/小林智惠子圖.文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永續發展與社會
實踐研究中心, 10901 .-- 27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08-5-0 (精
裝)

臺東第一位女醫師/鍾青柏總編輯 .-臺東市 : 東縣府, 10812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16-5 (平
裝) NT$250

無菸的家立體遊戲書/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健
康署, 10812 .-- 40 面; 21X27 公分 .-ISBN 978-986-5439-13-2 ( 精 裝 )
NT$500
蛙愛.活水新北.金鶴/孫心瑜圖; 粘忘
凡文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0901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35-4 (精裝) NT$350
等媽媽來的時候/張筱琦作.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3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38307-9 (精裝) NT$280
喀嚓喀嚓/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1-0 (平
裝)
媽呀!我變蝴蝶了!/黃韻如, 陳湘婷插
圖; 林芳伃撰文 .-- 初版 .-- 南投縣 :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108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88511-53 (精裝) NT$280
遇見世界古文明: 歡迎光臨古希臘/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文.圖;
郭恩惠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7-1 (EPUB) NT$252
遇見世界古文明: 歡迎光臨古埃及/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文.圖;
郭恩惠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6-4 (EPUB) NT$252
遇見世界古文明: 歡迎光臨古羅馬/
詹姆士.戴維斯(James Davies)文.圖;
郭恩惠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8-8 (EPUB) NT$252

奧運/陳又凌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1 .-- 48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08-5444-2 (精裝)
媽媽,我愛你/魏曉曦文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36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11-1 (精裝)
NT$280
極端的天氣/艾蜜莉.伯納(Emily Bone)
文; 包爾.盧(Buo Luu)圖; 翁雅如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03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03847-5 (精裝)

綠野仙蹤/米莉亞(Miriam Bos)圖; 李
紫蓉翻譯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812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12-382-9 (精裝) NT$400
蜘蛛來了,熊小心!/雅各.格蘭特(Jacob
Grant)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
文化, 10902 .-- 40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521-391-6 ( 精 裝 )
NT$300
嘎嘎的光照書/方秋雅文; rab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1 .-- 冊 .-- ISBN 978-957-9502-771 (全套:精裝)

聖誕節快到了/艾薇.斯諾(Ivy Snow)
文; 漢娜.托森(Hannah Tolson)圖; 劉
書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3 .-- 2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079-3 (精裝) NT$480

嘎嘎的光照書. 1: 透視人體構造/方
秋雅文; rab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0901 .-- 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502-75-7 (精裝)
NT$350

馴龍高手繪本. 2, 龍族英雄沒牙/艾
瑞卡.大衛(Erica David)作,藍恩.加里
森(Lane Garrison)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光點, 10902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9077-97-2 (精裝)

嘎嘎的光照書. 2: 探索人體反應/方
秋雅文; rab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0901 .-- 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502-76-4 (精裝)
NT$350

馴龍高手繪本. 3, 祕密國度/中村五
月作; 蜜雪兒.蘭姆(Michelle Lam)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2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07798-9 (精裝)

熊貓體操. 1, 好朋友一起來/入山智
文.圖;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2 .-- 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9077-94-1 (精裝)

愛整齊先生/克里斯多福.埃樂加德
(Christoffer Ellegaard)著; 陳俊蓉譯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2 .-- 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9-186-5
(精裝) NT$300
經濟與生活/陳智凱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49-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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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體操. 2, 超級變變變/入山智文.
圖;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光點, 10902 .-- 40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9077-95-8 (精裝)
熊貓體操. 3, 親子動一動/入山智文.
圖;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光點, 10902 .-- 40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9077-96-5 (精裝)
嘉寶的田野大發現: 芝麻篇/蔡佩珊
繪圖; 嘉義大學故事田敘事力計畫團
隊故事構成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大,

108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94-6-5 (精裝)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1-9
(EPUB) NT$320

臺灣.我的家: 今天吃什麼?/王越涵
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812 .-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023-2 (精裝)

豬 豬 大 明 星 / 艾 倫 . 布 雷 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1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3-6409-4 (精
裝)

數一數,有幾隻腳?/Kes Gray 作; Jim
Field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
化, 10902 .-- 36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57-521-392-3 ( 精 裝 )
NT$300
蝸人/金波作; 王祖民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 10812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99-082-5 (精裝)
NT$300
影子人/金波作; 顏青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 10812 .-- 4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499-081-8 (精裝)
NT$300
樂之森林. 3, 練習曲集學習精確並有
節奏感地演奏練習/丹尼斯.余爾門
(Dennis Thurmond), 朴孫華著; 李宗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0903 .-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98613-1 (平裝)
樂之森林. 3, 練習曲集學習精確並有
節奏感地演奏練習 併用手冊/丹尼斯.
余 爾 門 (Dennis Thurmond), 朴 孫 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0903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98622-3 (平裝)
稻田裡走走/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18 (平裝)
誰的本領大/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60-90 (平裝)
稻香/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
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6-3 (平裝)
豬跟豬說嘓嘓/童嘉圖.文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02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32-8711-7 (精
裝) NT$220
億 萬 億 顆 星 星 / 塞 思 . 菲 斯 曼 (Seth
Fishman)文; 伊莎貝爾.葛林堡(Isabel
Greenberg)圖; 廖珮妤,賴以威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1 .--

燒呼呼的甘藷/溫柔茜, 李雅臻, 林玉
娟繪圖; 陳建智主編 .-- 初版 .-- 南投
縣 : 農委會農糧署, 10812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8-9
(精裝) NT$200

BlueRoseAge. VOL.3, 樂 園 瑕 疵
/ANTENNA 牛魚原案.繪 .-- 1st ed. .-新北市 : BrotherOnlyxWeb, 10902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499-2-4 (平裝)
D.N.A2(愛藏版)/桂正和作; 余思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ISBN 978-957-26-4675-5 (第 1 冊:平裝)
NT$230 .-- ISBN 978-957-26-4676-2
(第 2 冊:平裝) NT$230 .-- ISBN 978957-26-4677-9 (第 3 冊:平裝) NT$230

龍眼東原一日遊/吳冠謹繪圖.國語;
劉惠蓉閩南語 .-- 初版 .-- 臺南市 : 台
南市東原國中, 10902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15-65-5 (平裝)

Designs/五十嵐大介著; 謝仲庭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0902 .-- 冊 .-ISBN 978-986-235-809-2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235-810-8
(第 2 冊:平裝) NT$280

聰明小買家/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4-96 (平裝)

DINER 殺戮餐廳/河合孝典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3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7-8 (第 1 冊:平裝)

韓國: 團結力與產業力/吳立萍作; 高
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90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3-0-3 (精裝) NT$250

Eureka/黒沢要漫畫; 朔小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6-2 (平裝)

關於工作的那些事/蘿拉.布萊恩(Lara
Bryan) 文 ; 衛 斯 里 . 羅 賓 斯 (Wesley
Robbins)圖; 朱恩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03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03-846-8 (精
裝)

Fate/EXTRA CCC FoxTail/TYPEMOON, Marvelous 原作; たけのこ星
人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冊 .-- ISBN 978957-743-575-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576-7 (第 4 冊:平裝)

鐵甲武士/楊惠君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812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60-5-2 (平
裝)

Fate/Grand Order 漫畫精選集/TYPEMOON 原作; 焦茶等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83-5 (第 11 冊:平裝)

漫畫書

Fate/Grand Order 漫畫精選集/TYPEMOON 原作; はく等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84-2 (第 12 冊:平裝)

5 分後的世界/福田宏作; 倪湘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3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54 (第 1 冊:平裝)
Angolmois 元寇合戰記/たかぎ七彦
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03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6-1 (第 7 冊:平裝)
Artiste: 料理藝術之路/さもえど太郎
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2-4 (第 2 冊: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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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 截然不同的兩人 全/里つばめ
作; 趙秋 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6-1 (平裝) NT$130
JOY 喜 悅 Second/ 絵津鼓 作 ;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0-1
(平裝) NT$140
Marry Grave: 死者祕方/山地英功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2-4 (第 4 冊:平裝)
REIGEN: 靈 級 值 MAX131 的 男 人
/ONE 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233-1 (平裝)
Sagara~S 的同素體/川口開治漫畫;
真刈信二原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691-5 (第 1 冊:平裝) NT$130 .-ISBN 978-957-26-4692-2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4693-9
(第 3 冊:平裝) NT$130
STEAM 原來如此/藍依勤腳本; 李勉
之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Edx
Education, 10902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68-0-4 (第 1 冊:平裝)
NT$350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虛空幻界
/川原礫原作; 緋呂河とも漫畫; 九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74-3 (第 5 冊:平裝)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3 .-- 20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8-5
(第 19 冊:平裝)
一起生活吧,龍人/刹那魁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03-5
(平裝) NT$130
小木乃伊到我家/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3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9-2 (第 9 冊:平裝)
小繆將軍歐賣尬/まつだこうた原作;
もりちか作畫; 倪湘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03 .-- 1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250-8 (第 1
冊:平裝)
不小心和佐伯相連!/三島一彦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812 .-17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0-0 (平裝) NT$130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暁雪原作;
へんりいだ漫畫; 陳瑞璟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728-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4729-5
(第 2 冊:平裝) NT$13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椿泉漫畫; 陳鈞
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12-6 (第 11 冊:平裝)
不加班真的可以嗎?: 小職員異世界
佛心企業初體驗/結城鹿介原作; 髭
乃慎士漫畫;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81-1 (第 1
冊:平裝)
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
纏了上來。/川村拓作; 蘇奕軒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2-213-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251-5 (第 3
冊:平裝)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冊 .-- ISBN 978-986-512-234-8 (第 7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252-2
(第 74 冊:平裝)
不能揭開的秘密/御子柴トミィ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01-1 (平裝) NT$130
天橋上的魔術師: 小莊卷(圖像版)/吳
明益原著; 小莊改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8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21-03 (平裝) NT$360
天橋上的魔術師: 阮光民卷(圖像版)/
吳明益原著; 阮光民改編 .-- 初版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812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15-9-1 (平裝) NT$360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冊 .-- ISBN 978957-743-563-7 ( 第 10 冊 : 平 裝 ) .-ISBN 978-957-743-564-4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43-565-1 (第 12
冊:平裝)
叫我對大哥/山貓兄妹著; 涂愫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09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92-7-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20
失重/NI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0812 .-- 19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575-1-2 (第 1 冊:平裝)
N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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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花間燈原作; CHuN(Friendly Land)
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2 .-- 164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743-580-4 (第 3 冊:平裝)
有一間咖啡廳/蝴蝶原著; 曉君漫
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09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18-40-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回不去的純潔時光/雲井ナツメ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25-7 (平裝) NT$130
在公寓裡遇見愛/絵津鼓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1-7
(平裝) NT$130
在公寓裡遇見愛. 續/絵津鼓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31 (平裝) NT$130
名偵探柯南/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5-5 (第 96 冊:平裝)
名偵探柯南服部平次&遠山和葉祕
密檔案: 劇場版<<唐紅的戀歌>>導
覽/青山剛昌著.原作; 劉瀞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3-0
(平裝)
地獄中的地獄: 照亮布列塔尼死亡海
域,阿曼燈塔的故事/艾曼紐.勒帕吉
(Emmanuel Lepage)作; 謝珮琪譯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0901 .-96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459217-3 (精裝) NT$550
我、姊姊和妖怪/押切蓮介作; 風間
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960 (平裝) NT$170
身不由己的愛戀/麻生海漫畫;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1 .-- 15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1-245-5 (下冊:平裝)
男公關的危險鄰人/桃季さえ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02-8 (平裝) NT$130

我成為新娘的理由 全/鈴井アラタ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90-8 (平裝) NT$130
君戒. 3/依歡[作]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1 .-- 176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704-2 (精裝)
我的新上司是天然呆/いちかわ暖作;
李弘成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冊 .-- ISBN 978-957-26-4706-6 (第 1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4707-3 (第 2 冊:平裝) NT$160
你是我的謊言/四宮和作;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7-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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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3-1 (平裝)
青之驅魔師/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20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7-9 (第 23 冊:平裝)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天
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
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712-7 (第 21 冊:平裝) NT$200 .-ISBN 978-957-26-4713-4 (第 22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57-26-47141 (第 2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4715-8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57-26-4716-5
(第 25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4717-2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57-26-4718-9
(第 27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4719-6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200
和 令 人 火 大 的 同 事 成 為 炮 友 了 /U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377-3 (平裝)
金甲玫瑰/鐵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鐵柱, 10812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324-6 (第 2 冊:平裝)
NT$160
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佐野徹夜原作;
マツセダイチ漫畫;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82-8
(下冊:平裝)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0-1 (第 13 冊:平裝)

來自深淵/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214-0 (第 8 冊:平裝)
青色蘋果: 吳宇實創作畫集/吳宇實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2 .-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474614-9 (平裝)

勇者鬥惡龍列傳 羅德的紋章(完全
版)/藤原カムイ作畫;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720-2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57-26-4721-9
(第 14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26-4722-6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350

直到我們在一起/GO 毛力作; 李齊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2-3
(平裝) NT$130

軌姬: 台灣軌道運輸擬人讀本/A 士,
Fuk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葉文傑,
108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1-2 (第 2 冊:平裝)

怪奇物語/白鳥うしお作; 倪湘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62 (第 1 冊:平裝)

哆啦 A 夢電影精選集. 1, 宇宙與世
界的神祕篇/藤子.F.不二雄作; 陳鈞
然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8-6 (平裝)

東京戀愛冒險/悠ちとせ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11-0
(平裝) NT$140
孤音: 一個名為戛古拉的旅行者/米
多利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米多利,
10903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74-1 (平裝) NT$300
幸福滿溢夜之庭/洛基作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090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376-6 (平裝)
NT$140
狗臉的歲月: 記 1629 梯/李鴻欽繪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901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5-2-9 (第 2 冊:平裝) NT$240
柚子森妹妹/江島絵理作; 蔡承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6-3 (第 5 冊:平裝)
春名拜託別管我/あずみつな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24-0 (平裝) NT$130
昭和天皇物語/半藤一利原著; 能條
純一作; 葉亭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967-03-1 (第 1 冊:平
裝)
重版出來!/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17

看漫畫認識社會企業/卓軒而, 杜穎
淇, 陳慧瑜故事及繪畫; 蔡振榮概念、
資料提供及翻譯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901 .-- 冊 .-- ISBN 978-957732-591-4 (全套:平裝) NT$500
剛才我已下定決心,今年要過一個最
怦然心動的春天/紗惠理著; 林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50-5-3 (平裝)
格林&織語者/深山ユーキ原作; 葉生
田采丸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冊 .-- ISBN
978-957-743-567-5 (第 2 冊:平裝) .-ISBN 978-957-743-568-2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43-569-9 (第 4
冊:平裝)
書店裡的骷髏店員本田/本田作; 帽
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61-3 (第 4 冊:平裝)
鬼要去哪裡?: 愛的道別/韋蘺若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3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18-6 (平裝) NT$280
島耕作事件簿/弘兼憲史著; 樹林伸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7898-4 (平裝)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11-9
(第 7 冊:平裝)
純愛小說家的感情故事/小鳥遊ひろ
作; 曾怡 華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4-7 (平裝) NT$130
純潔的標本/有木映子作; 加奈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683-0 (平裝)
NT$130
浪蕩兄弟/ひなこ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21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678-6 (平裝)
NT$140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2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221-8 (第 18
冊:平裝)
累/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1-7 (第 13 冊:平裝)
從 Lv2 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
著悠哉異世界生活/鬼ノ城ミヤ原作;
糸町秋音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726-4 (第 1 冊:平裝) NT$140 .-ISBN 978-957-26-4727-1 (第 2 冊:平裝)
NT$140
第一次/GINGER BERRY 原作; 楢島
さち漫畫;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0-9 (平裝) NT$130
淡丸: 藍白拖小鎮/馬銘浩總編輯 .-初 版 .-- 新 北 市 : 淡 大 中 文 系 ,
10812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36-43-6 (平裝) NT$120
笨拙至極的上野/tugeneko 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6-3 (第 5 冊:平裝)
將純白翅膀沾染成黑/慧作;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5-4
(平裝) NT$130
探索者的鼓動/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
盈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0-0 (平裝)

悠悠蕩蕩與你同行/にやま作; 鍾明
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2-5 (平裝)
理想的ＯX 尋找中/タカツキノボル
作; 蕭宏 育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1-6 (平裝) NT$130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門司雪作;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原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2-3 (第 2 冊:平裝)
殺戮的天使/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
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6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562-0 (第 9
冊:平裝)
森の桃客庄漫遊記: 前進客庄,再現
客家心滋味/李承曄採訪撰文; 伍樓
設計工作室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客
家文化基金會, 10901 .-- 8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8514-5-9 (平裝)
NT$180
森の桃客庄漫遊記: 新屋,原來不是
間新屋/李承曄採訪撰文; 伍樓設計
工作室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客家文
化基金會, 10901 .-- 8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98514-4-2 ( 平 裝 )
NT$180
黑羽與虹介/成田良悟原作; 白梅
Nazuna 漫畫; 李昆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5-6 (平
裝)
黑色領帶/茶渡ロメ男作;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8-5
(平裝) NT$140
植物大戰殭屍: 太空未解之謎/笑江
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
書, 10901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891-73-9 (平裝) NT$300
植物大戰殭屍: 地理未解之謎/笑江
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
書, 10901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891-74-6 (平裝) NT$300
無 限進化 /LYTAS 原作; 三月春漫
畫 .-- 臺北市 : 定禾數位, 10812 .--

118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8677-0-2 (平裝)
最強狂奔世代/平健史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ISBN 978-957-26-4708-0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4709-7
(第 2 冊:平裝) NT$100
渴望你觸碰制服下的我/登田好美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2-4 (平裝) NT$130
絕望的樂園/tos 原作; オギノユーヘ
イ漫畫;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512-223-2 (第 2 冊:平裝)
發 現 美 好 戀 情 !Re:/ ひ な こ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17-1 (平裝)
就連神明大人也想知道故事結局!/值
言原作; 麻久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70-5 (平裝)
童話生存遊戲/稻空穗作; 爬格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66-8 (第 3 冊:平裝)
單蠢女孩/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1-7 (第 9 冊:平裝)
路人山 A 治和路人谷 C 郎的華麗日
常挑戰/吾妻香夜作; 揪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375-9
(平裝)
新人類的逆襲/本田あき作;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8-7 (平裝)
愛上我的霸氣總裁/水名瀬雅良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9-3 (平裝) NT$130
微光時分/西本ろう作; 澤野凌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705-9 (平裝)
NT$130
鼠族/亞特.史畢格曼(Art Spiegelman)
著; 宋瑛堂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090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35-804-7 (平裝) NT$560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2-4 (平裝) NT$280

愛情悄然萌芽/陸裕千景子作;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71-2 (平裝)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飛行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91-3909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391-6 (第 2 冊:平裝) NT$280

溺愛宣洩/ヒサオ作; 澤野凌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723-3 (平裝)
NT$130
與他交往的 10 個好處/こめり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97-7 (平裝) NT$130
夥伴不是嗎!?/島あさひ作; 謝旻利
譯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1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39-4 (平裝) NT$130
與完美的距離/茶渡ロメ男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78 (平裝) NT$130
圖書館的大魔法師/泉光作; 唯川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季國際,
10812 .-- 2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8661-33-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海洋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91-3947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395-4 (第 2 冊: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氣象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3-1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野外求生篇/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6-2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陸地動物篇/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91392-3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393-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洋洋兔編繪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冊 .-- ISBN 978-986-491-397-8 (全套:
平裝)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常識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冊 .-- ISBN 978-986-491-3848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385-5 (第 2 冊: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人體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9-3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植物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96-1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化學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0-0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微生物篇/洋洋
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8-6 (平裝) NT$28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史前動物篇/洋
洋兔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7-9 (平裝) NT$280

漫畫史記/司馬遷原著; 洋洋兔編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2 .-- 冊 .-- ISBN 978-986-452-2453 (全套:平裝) NT$2500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宇宙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381-7 (平裝) NT$280

*漫畫奇遇繁星再現得獎作品特輯.
2019/孫志誠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臺科大多樂系, 10812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27-645 (平裝)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地球篇/洋洋兔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敵托邦女王/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119

ISBN 978-957-26-4694-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4695-3
(第 2 冊:平裝) NT$140
衛府七忍/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49 (第 5 冊:平裝)
熱帶季風/胡培菱等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慢工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95090-9-1 (全套:平裝)
隨心所願隨身體所欲/樹要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748 (平裝) NT$130
學生會長自願當僕人 全/さばみそ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00-4 (平裝) NT$130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矢立肇, 富
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
端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77-4 (第 2 冊:平裝)
機 動 戰 士 鋼 彈 外 傳 THE BLUE
DESTINY/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千葉智宏劇本; 遠鄉
欣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冊 .-- ISBN 978-957-743-572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573-6 (第 4 冊:平裝)
貓熊偵探社/澤江ポンプ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25-6 (第 1 冊:平裝)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
み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7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215-7 (第 2 冊:平裝)
轉生奇譚/相野仁原作; 市倉とかげ
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79-8 (第 1 冊:平
裝)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藤
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239-3
(第 8 冊:平裝)

爆音少女!!/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560-6 (第 12 冊:平裝)
羅浮宮的貓/松本大洋作; 馬世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406-486 (全套:平裝) NT$520
羅浮宮的貓/松本大洋作; 馬世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0902 .-冊 .-- ISBN 978-986-98557-1-6 (全套:
平裝) NT$1000
魔女與野獸/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0-9 (第 4 冊:平裝)
魔王的可愛乖寶寶山田/きあま紀一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2 .-- 13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743-578-1 (第 1 冊:平裝)
魔王難為/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745-5 (第 6
冊:平裝)
櫻桃小方子/櫻桃子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冊 .-- ISBN 978957-26-4698-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5 .-- ISBN 978-957-26-4699-1
(第 2 冊:平裝) NT$105
魔術學姐/アズ作;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1-6
(第 6 冊:平裝)
霹靂英雄戰紀: 羅網乾坤/霹靂國際
多媒體原作; 雅紳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6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710-3 (平裝)
歡迎來到日本,妖精小姐。/まきしま
鈴木原作; 青乃下漫畫; 李殷廷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3 .-- 1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2447 (第 1 冊:平裝)
變身!人見人愛美少女/詩詩漫畫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2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85-4 (平裝) NT$280
戀愛暴君/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244-8 (第 11 冊:平裝)

讓沒反應的哥哥喘息的方法/motteke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689-2 (平裝) NT$130

小說及雜文
29 與 JK. 5: 無法消除的印記/裕時悠
示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8-7 (平裝) NT$200
一串銅錢/不精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09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65-7-0
(平裝)
九極戰神/少爺不太冷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3-692-5 (第 7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93-2 (第 7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0-5
(第 7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1-2 (第 74 冊:平裝)
大奸臣的小冤家/濯清清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3-663-5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64-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65-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66-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67-3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68-0 (第 6 冊:平裝)
女裝妹妹從沒少過麻煩/瘋浪作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8-5 (平裝) NT$250
女裝妹妹從沒少過麻煩/瘋浪作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60-7 (第 3 冊:平裝) NT$250

天下第一劍道/EK 巧克力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冊 .-- ISBN 978-986-515-161-4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62-1 (第 23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163-8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645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水木繁子同學與我被紅線緊緊相繫/
真坂マサル作; 堤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740-0 (第 1 冊:平裝)
NT$200
太古神王/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71-1 ( 第 55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72-8
(第 5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73-5 ( 第 57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74-2
(第 5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75-9 ( 第 59 冊 : 平 裝 )
NT$170
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大頭春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春 工 作 室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94-7-1 (EPUB)
天地方程式. 1, 誤闖隱身所/富安陽
子文;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4-0 (EPUB)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104-3 (第 64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48-2 (第 6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49-9 (第 6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5-0
(第 6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6-7 (第 68 冊:平裝)

小說 魔導少年夢遊仙境/真島浩原作;
華南恋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43-1 (平裝) NT$200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57-760-499-6 ( 第 71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682-6 (第 72 冊:平
裝)

天下第一劍道/EK 巧克力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冊 .-- ISBN 978-986-515-129-4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30-0 (第 20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131-7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天鬼戰兵/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5-137-9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138-6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39-3 (第 9 冊:平裝) NT$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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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鬼戰兵/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65-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166-9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67-6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90
丹道武神/流逝的霜降作 .-- 初版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7-158-2 (第 24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599 (第 25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60-5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61-2
(第 2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69-8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70-4
(第 29 冊:平裝) NT$170
丹道宗師/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7-165-0 (第 109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667 (第 110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67-4 (第 11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68-1
(第 112 冊:平裝) NT$170
王爺萬歲/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35-2 ( 第 19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653-6 (第 2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99-4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00-7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7-2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8-9 ( 第 24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749-6 (第 25 冊:平
裝)
加入年輕人敬而遠之的黑魔法公司,
沒想到工作待遇好,社長和使魔也超
可愛,太棒了!/森田季節作; 吳苾芬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5-6
(第 6 冊:平裝) NT$200
仙子請自重/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28-4 (第 24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29-1 (第 2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01-4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02-1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2-7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3-4 (第 29 冊:平裝)

末世在地下/寶石貓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02-2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03-9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04-6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05-3
(第 29 冊:平裝) NT$180
末世風華/貓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0-9 (第 4 冊:平
裝) NT$250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605-5
(第 98 冊:平裝)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681-9
(第 99 冊:平裝)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68-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169-0
(第 1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70-6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171-3
(第 15 冊:平裝) NT$190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90-1 (第 84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91-8 (第 8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18-2 (第 8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9-9
(第 87 冊:平裝)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1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3-619-2 (第 16 冊:平
裝)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32-1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33-8 (第 18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34-5 (第 1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44-1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5-8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46-5 (第 22 冊:平裝)
司諾曼作品集: 抗暴軍/司諾曼作 .-初版 .-- 臺中市 : 林國雄, 10901 .-121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6-8 (平裝) NT$320
司諾曼短篇小說集: 2O2O2/司諾曼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林國雄,
10902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81-9 (平裝) NT$222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3-616-1 (第 66 冊:
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308-5 ( 第 67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696-3 (第 6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97-0 (第 6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7-4
(第 7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8-1 (第 7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29-8 (第 72 冊:平裝)
全民修仙/情終流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06-0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07-7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08-4 (第 8 冊:平裝) NT$180
至尊守護/九宮格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98-8 ( 第 6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199-5
(第 6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00-8 ( 第 7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01-5
(第 71 冊:平裝) NT$180
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 2, 受虐的前勇
者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柑橘ゆすら
作; 林均 鎂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6-3 (平裝) NT$200
全職法師/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76-6 ( 第 5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77-3
(第 5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78-0 ( 第 60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79-7
(第 6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80-3 ( 第 62 冊 : 平 裝 )
NT$170
吞天主宰/只是小蝦米作 .-- 初版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7-193-3 (第 6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1940 (第 6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195-7 ( 第 6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196-4
(第 6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197-1 ( 第 66 冊 : 平 裝 )
NT$18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55-0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56-7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57-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58-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8-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9-5 (第 6 冊:平裝)
序列的戰爭: The Most High/愛潛水的
烏賊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6-1 ( 第 6 冊 : 平 裝 )
NT$250
佛門狂徒/沈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81-0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82-7
(第 22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83-4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70
我的歡樂日/鱒魚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62-5 (EPUB) NT$35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101-2 (第 106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42-0 (第 10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86-4 ( 第
10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87-1 (第 10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3-7 (第 110 冊: 平裝) .-ISBN 978-986-513-714-4 (第 1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15-1 ( 第
112 冊:平裝)
我們都是人生的學徒/衛西諦著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64-9
(EPUB) NT$300
妙醫仙緣/三少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84-1 ( 第 8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85-8
(第 8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86-517-186-5 ( 第 90 冊 : 平 裝 )
NT$170

NT$180 .-- ISBN 978-986-517-216-9
(第 20 冊:平裝) NT$180

妙醫鴻途/煙斗老哥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103-6 (第 119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44-4 (第 1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43-7 (第
120 冊:平裝)

近戰狂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361-0 (第 46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50-5 (第 4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51-2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98-7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30-4 (第 5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31-1 ( 第 51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732-8 (第 52 冊:平
裝)

沒關係,你來得剛剛好/岸上行走的魚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63-2
(EPUB) NT$300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蛇蠍點點作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4733-2 (第 2
冊:平裝) NT$200
泳衣女孩不游泳/比嘉智康作; 林意
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94 (第 1 冊:平裝) NT$200
武神主宰/紫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09-1 ( 第 1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10-7
(第 1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11-4 (第 11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12-1
(第 116 冊:平裝) NT$18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59-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60-4 (第 2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61-1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62-8 (第 4
冊:平裝)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1, 外掛
技能已完售/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42-4
(平裝) NT$200
武煉丹尊/小筆童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87-2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88-9
(第 7 冊:平裝) NT$170
武魂莫測/賊公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13-8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14-5
(第 1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15-2 ( 第 19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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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5-126-3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27-0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28-7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5-172-0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737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74-4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180
重生藥王/賊公子作 .-- 臺北市 : 九星
文化, 10901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7-238-1 (第 73 冊:平
裝) NT$170
飛昇十萬年/平步青雲作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35-0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236-7
(第 1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237-4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70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ちゃつふ
さ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4-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00
帝霸/厭筆蕭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7-217-6 ( 第 19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18-3
(第 196 冊:平裝) NT$180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95-9 (第 4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96-6 (第 43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973 (第 44 冊:平裝) NT$190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23-7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追火車的人/雷默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00-54-9 (EPUB)
NT$300

造化之王/豬三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189-6 ( 第 69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90-2
(第 70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191-9 ( 第 71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192-6
(第 72 冊:平裝) NT$170

逆天神醫/月亮不發光作 .-- 初版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7-231-2 (第 26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2329 (第 2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233-6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234-3
(第 29 冊:平裝) NT$170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100-5 (第 109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83-3 (第 110 冊:平
裝)
恐怖時代心靈史: 虛構世界的萬象與
回聲/郭松棻等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1 .-- 冊 .-- ISBN 978-986-98662-24 (全套:平裝) NT$1490
逆流純真年代/人間武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57-760-545-0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85-7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36-6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37-3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38-0 (第 35 冊:平裝)
神捕小娘子/楓橋飛雪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3-676-5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77-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8-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9-6 (第 4 冊:平裝)

造化圖/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41-3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707-6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08-3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6-4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7-1 (第 9 冊:平裝)
都市大領主/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5-122-5 ( 第 3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23-2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24-9 ( 第 3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25-6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98-0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99-7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200-0 ( 第 4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201-7
(第 44 冊:平裝) NT$180
野孩子/大頭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春工作室,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394-6-4 (EPUB)
異星天使,用愛馴服/子陽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7-8 (平裝) NT$250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7-0 (第 13 冊:平裝) NT$200

異界商途/火槍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3-652-9 (第 9
冊:平裝)

第一戰神/我本純潔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7-219-0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20-6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21-3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22-0

啟稟陛下,您家宰相是腹黑/DARK 櫻
薰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25 (第 2 冊:平裝) NT$200
魚龍舞/默默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河圖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293-737-2 ( 第 7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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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80 .-- ISBN 978-986-293-738-9
(第 8 冊:平裝) NT$18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88-8 (第 75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89-5 (第 7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16-8 (第 7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7-5
(第 78 冊:平裝)
絕命兵王/暴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75-1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76-8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77-5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寒門修仙傳/豬哥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5-134-8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35-5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36-2 (第 6 冊:平裝) NT$180
喜迎嬌杏/青燈綴綴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69-7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70-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71-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2-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3-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4-1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75-8 (第 7 冊:平裝)
絕品透視/狸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5-184-3 (第 26 冊:
平裝) NT$180
最強奴隸商的烙印魔術與美少女的
墮落/初美陽一作; 王仁鴻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4741-7 (第 1 冊:平裝)
NT$200
最強神醫混都市/九歌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5-118-8 (第 83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1195 (第 84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120-1 ( 第 85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5-121-8
(第 86 冊:平裝) NT$17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56-0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577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58-4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159-1
(第 13 冊:平裝) NT$180
黑道少女 VS.男子學園/唯伊說作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4-7 (第 10 冊:平裝) NT$250
就算是哥哥,有愛就沒問題了,對吧/
鈴木大輔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31-8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00
無敵煉藥師/憤怒的薩爾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3-645-1 (第 61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3-6949 (第 6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95-6 (第 63 冊:平裝)
萬人之上/二日天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40-6 (第 9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705-2 (第 1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06-9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4-0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5-7 (第 13 冊:平裝)
暗月紀元/仐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30-7 ( 第 17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631-4 (第 1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03-8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04-5
(第 20 冊:平裝)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37-6 ( 第 10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638-3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39-0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2-6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3-3 (第 14 冊:平裝)
聖武星辰/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3-102-9 (第 6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46-8 (第 6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47-5
(第 6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684-0 (第 69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3-722-9 ( 第 70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3-723-6 (第 7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724-3 (第 72
冊:平裝)
聖武時代/道門弟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5-181-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182-9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183-6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90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冊 .-- ISBN 978-986-513-709-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0-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1-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12-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60-1 (第 5 冊:平裝)
萬劍魔尊/夏日易冷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2 .-- 冊 .-- ISBN
978-986-513-636-9 (第 16 冊:平裝) .-ISBN 978-986-513-654-3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3-680-2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0-2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3751-9 (第 20 冊:平裝)
煉體三萬年/騎驢找馬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 冊 .-ISBN 978-986-515-132-4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33-1
(第 10 冊:平裝) NT$180
煉體三萬年/騎驢找馬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2 .-- 冊 .-ISBN 978-986-515-178-2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799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180-5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蒼穹之上/石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24-4 ( 第 8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25-1
(第 8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26-8 ( 第 82 冊 : 平 裝 )
NT$180
碧藍航線 Episode of Belfast/助供珠樹
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4744-8 (第 1 冊: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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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金成仙/五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1 .-- 冊 .-- ISBN 978986-517-230-5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27-5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228-2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229-9
(第 19 冊:平裝) NT$180
願人生從容,世事安好/蔣嬋琴著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0-52-5 (EPUB) NT$300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貓寬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1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145-4 (第 4 冊:平裝) NT$250
羅斯瑪麗的兒子/艾拉.萊文(Ira Levin)
著; 柯清心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500-56-3
(EPUB)
NT$300
羅斯瑪麗的嬰兒/艾拉.萊文(Ira Levin)
著; 柯清心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500-50-1
(EPUB)
NT$300

其他
(月考王)歷史. 2/林大雄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812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42-52 (平裝) NT$125
0395A.ĐC/author Ly Hoàng Ly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景, 10901 .-- 14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9-1099-2
(平裝) NT$1500
2019 山海部落新美學.夢想生活分享
季/鐘婉綺文字撰寫 .-- 臺東市 : 東縣
府, 10812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15-8 (平裝)
*2019 年 10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慧,
10812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10-9 (平裝)
*2019 年 7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慧,
10811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0-4 (平裝)

*2019 年 8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慧,
10811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1-1 (平裝)
*2019 年 9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慧,
10811 .-- 2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2-8 (平裝)
2020 立委空戰學/楊方儒, 何渝婷, 張
詠晴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先知資
訊,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86-1-3 (平裝) NT$250
33120 病房驚爆二三天/黃旐濤著 .-初版 .-- 苗栗縣 : 原晟企業, 10901 .-55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42-2-8 (平裝) NT$200
A Messed Up Mind/陳立恩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2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8944-0 (平裝) NT$280
Android 開發: 從 0 到 1/趙志榮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9-9 (EPUB) NT$790
Android 開發入門百戰經典/張亞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5-1 (EPUB) NT$698
CGMA 管理會計實踐案例集/郭曉梅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5-5 (EPUB) NT$450
El camino a las artes: escena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TNUA/editor Chen KaiHuang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108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64-3-3 (平裝) NT$300
English picture books in EFL college
contexts/Pei-Ling Yang 作 .-- 1 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812 .-- 1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83-990-2
(平裝) NT$380
Great
Expectations/author
Charles
Dickens; adaptors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08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874-2 (平裝附光碟片)
H5+行動行銷設計寶典/蘇杭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10-5
(EPUB) NT$790
Happines, and where to find it/editor in
chief Shih Chen-Yang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812 .-- 17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1-13-5
(平裝)
HPV 疫苗衛教手冊(民眾版)/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健康署, 10812 .-- 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28-6 (平裝)
NT$29
Illustrated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in
English/朱玉鳳, 游曉瑜著; 王天淳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伊莉莎白國際
禮儀協會, 10901 .-- 1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529-3-0 ( 平 裝 )
NT$450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editor
Hsien-Chin Liou .-- 臺中市 : 逢甲外語
系, 10812 .-- 5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843-63-2 (平裝) NT$400
Lemon/author Grape et al.; editor Esther
Lu .-- 1st ed. .-- 臺北市 : 呂岱如,
10812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0-5 (平裝)
Move on!sentence skill/by Su-O Lin,
David Doyle .-- 臺 北 市 : 櫻 桃 ,
10901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7126-59-7 (第 1 冊:平裝)
*Night market/by Katrina A. Brown...et
al. .-- 臺 北 市 : 亮 點 國 際 影 業 ,
109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52-3-3 (平裝)
Office 365 管理實踐/劉俊哲, 劉中正,
李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7-9 (EPUB) NT$490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2020/蘇玲
卿等責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亞
太連線藝術, 10901 .-- 1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251-1-8 (平裝)
NT$450
Presentation phrases book: an ESL
public speaking phrase book for first
time presenters/by Yu Hsiao .-- 1st ed. .- 新竹縣 : 易識語文企業社, 10812 .-13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9-0-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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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echnology
(ISAT-18)/edited
by
The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echnology (ISAT-18) .-- 1 版 .-- 臺南
市 : 南臺科大電子系, 108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27-638 (平裝) NT$300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ISNST)/edited by 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ISNST) .-- 1 .-臺南市 : 南臺科大電子系, 10812 .-4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7-65-2 (平裝) NT$850
Proceedings of the 2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Hsiu-Fen Lin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0812 .-- 4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1-47 (平裝)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Hsiu-Fen Lin .-- 新
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10812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1-54 (平裝)
Python 3.5 從零開始學/劉宇宙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7-5 (EPUB) NT$590
Python 程式設計: 從基礎到開發/夏
敏捷, 楊關主編; 張惠檔, 張慎武, 宋
寶衛副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8-6 (EPUB) NT$49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高薪運維
入門/孫亞南, 李勇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344-0 (EPUB)
NT$890
Secret of mind/王罡卜(Master Bruce
Wang)編著 .-- 1 版 .-- 臺中市 : 王雲
龍,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0-4 (PDF) NT$800
Secret: 游泳教練寫真書/Yilianboy 作;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1 .-- 1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43-559-0 (平裝)

SharePoint Server 2016 IT Pro 部署指
南/劉俊哲, 劉中正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340-2 (EPUB)
NT$790
Smart U 大學的創新工具箱/李文明
等作; 劉仲倫總編輯 .-- 臺中市 : 靜
宜大學智活子計畫四 SET 辦公室,
10812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434-7-8 (平裝) NT$450
Special issue on new generation fiction
writers of Taiwan/editor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0901 .-- 24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50-376-7
(平裝) NT$450
SSAT 官方指南解析/索寰等編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3-7 (EPUB) NT$580
Tableau 數據視覺化從入門到精通/王
國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8-8 (EPUB) NT$490
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mass energy equipment guidebook.
2019-2020/chief editor Po-Keng Yang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812 .-- 4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15-6
(平裝) NT$800
Taiwan herbal pharmacopeia 3rd edition
English version/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812 .-- 63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39-19-4 ( 精 裝 )
NT$800
*The 34th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 speech collection/ .-- 臺北市 :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849-5-6 (平裝)
The Darkside: 晏人物男子寫真/晏人
物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7891-5 (平裝)
The emotional maps/author Giorgio
Distefano .-- 1st ed. .-- 臺北市 : 雨行
創意,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596-0-8 (精裝)
The extension of space in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ly extended space and human

rights in theorie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and American
poetry/author Sarah Yihsuan Tso .-- 臺
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634 (平裝) NT$460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ing. 2019/edited
by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college
of science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
學, 10812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77-2-9 (平裝) NT$150
The power of dreams: 25 startup
stories/editor in chief Shih Chen-Yang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812 .-- 1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1-14-2 (平裝)
The principles of Master Cheng Yen's
teachings/Compiled by Shi De Fan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2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88-0-8 (第 1 冊:精裝)
The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Formosa landlocked
salmon/editors-in-chief
Jin-Chywan
Gwo, Ying-Tzung Shieh .-- 臺北市 : 臺
灣博物館, 108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12-6 ( 精 裝 )
NT$350
The secret garden/author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adaptor David
Desmond O'Flaherty .-- 2nd ed.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1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8-876-6 (25K 平
裝附光碟片)
The sick dragon/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or Andrea
Alemanno .-- 臺北市 : 敦煌, 10812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890-4 (平裝)
Windows 10 應用維護辦公大全/叢硯
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9-5 (EPUB) NT$690
World orchoid collections. 2020/authors
Johan Hermans et al. .-- 初版 .-- 新北
市 : 鼎峰國際企業, 10902 .-- 4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8890-1-9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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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D 互動遊戲交互設計: 可穿戴式
互動技術/張金釗, 張金鏑, 孫穎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2-6 (EPUB) NT$690
「心之所向-館藏遼金佛教造像特展」
導覽手冊/中台世界博物館木雕分館
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 : 中台世界博
物館, 10901 .-- 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78-0-1 (平裝)
一 本書玩轉 行動支 付 / 海天理財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0-0 (EPUB) NT$498
一本搞定基礎刑法/奧立夫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1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7-568 (平裝) NT$680
人生不算計處處可繽紛: 生活中的神
學系列. 2/傅鴻雪撰文; 梁了吳攝影 .- 桃園市 : 光點成河,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6849-1-0 (PDF)
人 生電影公 司指導手 冊 /林伊芳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兒童發展
協會, 10812 .-- 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674-0-5 ( 平 裝 )
NT$250
大地冊頁: 一個農民父親的生存檔案
/杜懷超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0-55-6 (EPUB) NT$300
工作態度與倫理/黃坤祥著 .-- 增訂
一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597-0-7 (PDF)
山姆大叔的沃爾瑪/梁換林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68-7 (EPUB)
NT$300
上承策略下接人才: 人力資源管理高
端視野/潘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1-7 (EPUB) NT$660
上帝在編織: 沙美教會宣教 123 週年
紀念特刊/黃慧敏總編輯 .-- 初版 .-金門縣 : 金門縣沙美基督長老教會,
10812 .-- 2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01-0-9 (平裝)
山野詩集一百六十首/池錦祥作 .-彰化縣 : 項全機械科技, 108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526-20 (平裝) NT$500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18-3-8
(平裝) NT$420

大提琴的遊樂園: 大提琴重奏曲集:
三聲部與四聲部(總譜及分譜). 1, 古
典小品篇/R.T. Chiang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0812 .-- 8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6054-48-8
(平裝)

不息的商河亞馬遜/劉雯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74-8 (EPUB)
NT$300

工業/吳書榆撰文 .-- 增訂一版 .-- 臺
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51-7
(平裝)
小資族月薪二萬三照樣 5 年存百萬/
夢想製造編集團隊作 .-- 增訂一版 .-臺北市 : 夢想製造多媒體整合,
109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9797-7-2 (平裝) NT$198
大數據搜索與探勘及視覺化管理方
案 : Elastic Stack 5: Elasticsearch 、
Logstash、Kibana、X-Pack、Beats/高
凱主編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3-3 (EPUB) NT$490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
作報告. 108 學年度/張茂桂等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34-9-7 (PDF)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慈惠
法師等總編輯; 星雲大師監修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57-457-536-7 ( 全 套 : 平 裝 )
NT$26400
中國創新創業教育論/楊雪梅, 王文
亮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4-4 (EPUB) NT$650
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研究/陳錫文,
韓俊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6-8 (EPUB) NT$600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認知與農戶農業
經營行為關係研究/龐輝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347-1
(EPUB) NT$380
中 國鐵路發 展與改革 研究 / 王慧英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9-3 (EPUB) NT$350

巴黎古董初階購物手札/李顏作 .-初版 .-- 臺北市 : 李顏, 10901 .-- 1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66 (平裝) NT$320
化 學物 質環境 流布 調查成果 手冊 .
108 年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作 .-- 臺北市 : 環保署毒
物及化學物質局, 10812 .-- 73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38-05-0 (光碟
片)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洪啟超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中醫師
公會, 10903 .-- 4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473-0-1 (第 11 冊:光碟片)
NT$800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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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2-205-3 (EPUB)
外 交官學漢 語的故 事 / 虞啟龍等主
編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77-9
(EPUB) NT$320
主言牧心/劉連玉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聞道,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8471-6-2 (全套:平裝附隨身碟)
申命記概論(簡體字版)/財團法人臺
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81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6-435-4
(平裝)

午仔魚養殖建康管理/謝嘉裕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
基金會, 10811 .-- 1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7118-8-4 ( 平 裝 )
NT$1800

不減肥,才能瘦: 減去贅肉也減掉生
活、心靈上的負擔/黃惠如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1-3
(PDF) NT$360

*少年新眼光讀經: 我願活出聖靈之
果/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109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79-7
(平裝)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9/郁慕明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796-1 (平裝) NT$450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速成/楊律師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1 .-- 8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639-2 ( 平 裝 )
NT$600

少兒美術教程.創意線描畫/姜燕飛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2-0 (EPUB) NT$199

文創產業職場英語/LiveABC 編輯群,
李建宏, 環球科技大學職場英文專案
辦公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812 .-- 128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441-355-3 (平裝)

幼兒園交通安全教育教材: 補充手冊
/林月琴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079-2-6
(PDF)

牛郎織女/方駿繪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16-300-6
(EPUB)
NT$120

友善路就開: 開心路‧開新路/香光
尼僧團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伽耶
山基金會, 10901 .-- 14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4360-9-0 (平裝)

世界遺產與博物館/熊思婷撰文 .-初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47-0 (平裝) NT$540

手能生巧: 讓孩子快快樂樂寫字/吳
端文, 陳韻如合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啟端感覺統合教育, 10812 .-- 160 面;

水與生活的故事/陳曼莉等作; 吳能
鴻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興工程基金
會, 108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42-81-8 (平裝)

可穿戴設備: 移動的智慧化生活/徐
旺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85-6 (EPUB) NT$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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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時機: 劇本創作集/陳立勛等
作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0812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5-2 (平裝)
司徒強. 2020/高千惠專文 .-- 初版 .-臺北市 : 誠品, 10901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599-60-4 (精裝)
生 產 智 動 化 系 統 模 擬 FlexSim for
Industry X.0/王宏鍇等編輯 .-- 臺中
市 : 薪威科技, 10901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81-0-6 (平裝)
NT$450
*去基隆港釣魚/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285-0 ( 平 裝 )
NT$450
台灣牙醫醫材年鑑/黃啟祥, 蔡政峰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牙醫師全
聯會, 10812 .-- 1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547-1-9 (平裝)
台灣好,池上藝術進行式/王人頡等編
輯 .-- 臺 北 市 : 台 灣 好 基 金 會 ,
10812 .-- 15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97838-1-1 (平裝)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0/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經院,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93-098-9 (PDF) NT$6000
台灣前 50 大企業. 2019/中華信用評
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信用評等,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1575-8-2 (PDF)
NT$2999
危老建物重建實戰解析/簡立凱等編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天使之聲數位
文創, 10812 .-- 3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919-7-0 ( 平 裝 )
NT$1800
西 拉雅語常 用字帶著 走 /萬盈綠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西拉雅文
化協會, 10812 .-- 1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0229-4-1 ( 平 裝 )
NT$500
自殺防治年報. 107 年/李明濱主編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
自殺防治中心, 108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7195-31-9 (PDF)
交通部觀光局案內(日本語、英語
版)/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0812 .-- 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3-2 (平裝) NT$200

教育協會, 10901 .-- 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07-9-6 (平裝) NT$50

交通部觀光局簡介(西班牙文、中文
版)/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0812 .-- 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1-8 (平裝) NT$200

我的生命真奇妙: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1 .-- 10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07-4-1 ( 平 裝 )
NT$300

交通部觀光局簡介(越南文、中文
版)/ .-- 二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0812 .-- 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4-9 (平裝) NT$200
交通部觀光局簡介(韓文、英文
版)/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
局, 10812 .-- 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032-5 (平裝) NT$200
好問題建立好關係: 解決說錯話開不
了口的僵局,贏得職場、人際、人生
的好機運/安德魯.索柏(Andrew Sobel),
傑洛.帕拿(Jerold Panas) 著; 顧淑馨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2-0 (PDF) NT$330
*老街溪前世今生/余金龍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10812 .-- 3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36-5-7 (平裝) NT$1000
好菜頭/齡云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石岡區農會, 108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161-1-4 (精
裝)
企業概論/蔡敦浩著 .-- 增訂一版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97-9-5 (PDF)
伊薩卡/康斯坦丁.卡瓦菲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啟明, 1081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592-6-7
(精裝)
沒有的生活/Public Chil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何學儀, 10812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3-1
(平裝)
我的生命很珍貴: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1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07-8-9 ( 平 裝 )
NT$300
我的生命很珍貴: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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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真奇妙: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1 .-- 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07-5-8 (平裝) NT$50
我的全人都獨特: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625-0-9 ( 平 裝 )
NT$300
我的全人都獨特: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5-1-6 (平裝) NT$50
我是長頸鹿: 交通安全與骨折處置/
財團法 人惟生 醫學 文教基 金會圖 .
文 .-- 臺北市 : 惟生醫學基金會,
10812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50-1-2 (平裝)
系統化創新產品機會辨識與分析/許
棟樑作 .-- 第二版 .-- 新竹市 : 亞卓國
際顧問, 10812 .-- 221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5260-8-1 ( 平 裝 )
NT$600
系統化創新產品機會辨識與分析: 練
習題參考解答/許棟樑作 .-- 初版 .-新竹市 : 亞卓國際顧問, 108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260-98 (平裝) NT$50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812 .-- 冊 .-- ISBN 978-986-166-436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37-8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38-5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39-2 (全套:精裝)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通靈頻道/OK 老
師 作 .-- 高 雄 市 : 彌 勒 商 學 院 ,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796-7-8 (APP)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喚醒/OK 老師
作 .-- 高雄市 : 彌勒商學院,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796-6-1
(APP)

(EPUB)

- ISBN 978-986-98625-4-7 ( 平 裝 )
NT$300

空空先生/賈尼.羅大里(Gianni Rodari)
著, 楊馥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0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06-51-6 ( 精 裝 )
NT$380

欣賞美麗大自然: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5-5-4 (平裝) NT$50

快樂的毛寶寶: 聽力/財團法人惟生
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 臺北市 : 惟
生醫學基金會, 10812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0-2-9 (平裝)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得獎作
品集. 第二十屆/廖穆信主編 .-- 高雄
市 : 明宗書法藝術館, 10812 .-- 63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95884-6-1
(平裝) NT$500

肯德基: 小廚房裡的大世界/陳福, 高
立新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69-4 (EPUB) NT$300

災難風景/李旭彬作 .-- 臺南市 : 許生
霖, 10902 .-- 39 面; 15X20 公分 .-ISBN 978-957-43-7294-2 ( 平 裝 )
NT$450

放洋留遊學/吳宗懋, 吳宗鴻編輯 .-臺北市 : 臺灣知識庫, 1090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354-748 (平裝)

改變你的心境,就能改變環境全集/黛
恩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01-9 (平裝) NT$380

社區型心智篩檢測驗/郭乃文作 .-初版 .-- 臺南市 :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
心理復健學會, 10812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10-0-7 (平裝)
NT$9500

把夢想裝進瓶子的可口可樂/崔劍劍
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72-4 (EPUB) NT$300

芭比娃娃的秘密檔案/代安榮編著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67-0
(EPUB) NT$300
岩石/謝中敏撰文 .-- 增訂一版 .-- 臺
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52-4
(平裝)
近代日本知識人の台湾との邂逅: 植
民地台湾認識の深浅/陳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812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69-2
(平裝) NT$600
金玉輝映/許百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辰商行,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2577-2-5 (PDF)
彼此欣賞好友誼: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10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607-2-7 ( 平 裝 )
NT$300
彼此欣賞好友誼: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07-3-4 (平裝) NT$50
刻舟集/李修建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0-49-5
NT$350

京都賞楓攝影集. No.5, 2018 重遊版/
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 一版 .-- 新北
市 : 郭英雄, 10901 .-- 12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5-5 (平
裝) NT$600
季羨林的朋友圈/梁志剛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00-51-8
(EPUB) NT$320
易經經文鈔寫本/四聖作 .-- 初版 .-臺南市 : 易立文化, 109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7-0-6
(平裝) NT$200
玩遊戲打造全能小孩/蔡百祥, 黃怡
璇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49-5
(EPUB) NT$300
幸福人生七道光/周瑞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和氣大愛文化, 1081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314-4-3 (平裝) NT$380
夜談知事/紀展南編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 10812 .- 2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8532-5-2 (平裝) NT$420
欣賞美麗大自然: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129

怡廬吟稿/黃東北著 .-- 初版 .-- 南投
縣 :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10901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673-4-9 (平裝)
東讀西學: 莊賜祿創作展專輯/莊賜
祿創作 .-- 臺中市 : 莊賜祿, 10901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2-0 (平裝) NT$600
活出更好的自己: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625-2-3 ( 平 裝 )
NT$300
活出更好的自己: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5-3-0 (平裝) NT$50
活出精彩的生命: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1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07-6-5 ( 平 裝 )
NT$300
活出精彩的生命: 生命教育 人與生
命.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1 .-- 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07-7-2 (平裝) NT$50
活用說話方法,改變對芳的想法/陶然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9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00-2 (平裝) NT$380
科技論文的規範表達: 寫作與編輯/
李興昌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5-7 (EPUB) NT$450

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13
屆/謝奇任等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 108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6-26-0
(PDF) NT$300
政治與法律/蘇琬婷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53-1 (平裝)
映相畫冊/詹正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作驥電影工作室, 10812 .-- 128
面 ; 38X52 公 分 .-- ISBN 978-98698642-0-6 (盒裝) NT$2000
*苗栗陶藝獎學生組創作競賽專輯.
2019: 陶韻風華/林彥甫總編輯 .-- 苗
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811 .-- 36
面 ;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16-1 (平裝)
美國的故事/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端木杉譯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00-53-2 (EPUB)
NT$320
紅眼睛: 結膜炎/財團法人惟生醫學
文教基金會圖.文 .-- 臺北市 : 惟生醫
學基金會, 10812 .-- 32 面; 25 公分 .-ISBN 978-957-28187-9-4 (平裝)
珍惜環境與資源: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25-6-1 ( 平 裝 )
NT$300
珍惜環境與資源: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5-7-8 (平裝) NT$50
穿越撒哈拉: 流浪,走向風沙未竟之
地/謝哲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02-3 (EPUB) NT$315
為愛走過一山又一山: 胡文池牧師的
故事(布農族語版)/江淑文文; 林怡湘
圖 .-- 臺北市 : 使徒,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31-5-9
(平裝)
*宣誓效忠台灣/曾勁元作; 岩下篤日
文 .-- 臺北市 : 曾勁元, 10812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48 (平裝)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33-9
(精裝)

英語閱讀素養專題教學: 台北市立復
興高中校本課程模組試行/高東榆研
究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教研中心,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49-4 (平裝)

逆向自然: 塞繆爾.博西尼、蕭媺、
廖以歆/鄭玲沂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YIART/沂藝術, 10901 .-- 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72-0-7
(平裝)

*紅樓夢四十年/中國著作 .-- 二版 .-臺北市 : 九逵商行, 10811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95-37-3
(平裝) NT$1500

恩典之路狄嘉義七十繪畫創作集/廖
啓恆總編輯 .-- 宜蘭縣 : 宜縣二月美
術學會, 10901 .-- 6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42-2-6 ( 平 裝 )
NT$500

音樂劇<<台灣有個好萊塢>>精選鋼
琴人聲樂譜/王希文作曲; 呂筱翊, 許
孟霖作詞 .-- 初版 .-- 臺北市 : 瘋戲樂
工作室, 10812 .-- 60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98644-0-4 ( 線 裝 )
NT$600
虹橋文集: 心繫兩岸/李慶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凱崴, 10901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482 (平裝) NT$380
紀錄片當代讀本/布萊恩.溫斯頓
(Brian Winston)原著主編; 王品元, 王
惟芬, 陳雅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電影中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6024-2-6 (PDF)
洗錢防制相關法規: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林崇漢編著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0812 .-- 3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560-0 ( 平 裝 )
NT$480
相親相愛不簡單?: 給爸媽的手足教
養學/孫明儀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528-0 (EPUB) NT$360
看簡譜學古典名曲/蟻稚勻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8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3-8 (平裝)
美麗使者雅詩蘭黛/翁和弟編著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71-7
(EPUB) NT$300
悅.讀聖訓: 孟子金句: 君子的自反與
存心/ .-- 新北市 : 明德, 10812 .-- 1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35-06 (下冊:平裝) NT$100
埔心的故事: 埔心特色地景國繪繪本
/杜慶承撰文; 方素真等繪圖 .-- 彰化
縣 : 彰縣埔心鄉公所, 10812 .-- 2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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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蘇西.李(Suzy Lee)繪著; 吳文君
譯 .-- 一版一刷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1 .-- 4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5406-46-2 (精裝) NT$450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第十四屆/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
學院主編 .-- 一版 .-- 臺中市 : 僑光科
大, 10812 .-- 3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35-07-4 (平裝) NT$800
神秘的訊號: 中耳炎/財團法人惟生
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 臺北市 : 惟
生醫學基金會, 10812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0-0-5 (平裝)
草原動物/白梅玲撰文 .-- 增訂一版 .- 臺中市 : 暢談國際文化,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487 (平裝)
追尋佛陀的聖跡/鄭保村中文作; 陳
怡伶英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嗣雍
齋國學社, 10812 .-- 23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588-3-7 (平裝)
高勝率創新/薩菲.巴考(Safi Bahcall)
著; 胡宗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09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6-8 (PDF) NT$600
旅遊書/邱維濤總編輯 .-- 臺北市 : 創
時傳媒, 10812 .-- 16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96982-1-4 ( 平 裝 )
NT$280
*桃園環保自然園區/杜岳作 .-- 臺北
市 : 杜岳, 1090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334-5 ( 平 裝 )
NT$400
寄迹和穆: 蔡玉雲書畫集/蔡玉雲
著 .-- 臺北市 : 蔡玉雲, 10812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529 (平裝) NT$600

做人、做事,這兩件事需要我們窮盡
一生來學習/李問渠編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7990-6-5
(PDF)
NT$280
做人要藏心,做事要留心/王渡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901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02-6 (平裝) NT$380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金澤南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8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699-9 (平裝) NT$380
張大千一二 0 週年紀念套書/馮幼衡
作; 陳筱君, 羅啟倫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羲之堂文化, 10812 .-- 冊 .-ISBN 978-986-97667-5-3 (全套:平裝)
NT$3650
莎士比亞叢書. 10: 如願(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8-2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1: 馴悍婦(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9-9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2: 皆大歡喜(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0-5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3: 第十二夜(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7-6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4: 冬天的故事(中英
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1-2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5: 約翰王(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2-9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6: 利查二世(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3-6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7: 亨利四世. 上(中
英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4-3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8: 亨利四世. 下(中
英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65-0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1: 暴風雨(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2-0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28: 羅密歐與朱麗葉
(中英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10-66-7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2: 維洛那二紳士(中
英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3-7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31: 馬克白(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8-3 (EPUB)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7-5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8: 仲夏夜夢(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5-2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9: 威尼斯商人(中英
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6-9 (EPUB)
偉大而美好的種籽: 重繪二二八看見
人民迸發的力量(韓文版)/Tseng Fe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二二八基金會,
10812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33-1-5 (平裝)
國文.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顏瑞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2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782-5 (平裝)

莎士比亞叢書. 32: 哈姆雷特(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9-0 (EPUB)

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頻度副詞の研
究: 動的事態を表す副詞を中心に/
江雯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1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70-8 (精裝) NT$680

莎士比亞叢書. 33: 李爾王(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0-6 (EPUB)

都市更新的實務速成法/簡立凱等編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天使之聲數位
文創, 10812 .-- 10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919-6-3 (平裝)

莎士比亞叢書. 34: 奧賽羅(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1-3 (EPUB)

都市更新整合操作實務/簡立凱等編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天使之聲數位
文創, 10812 .-- 27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919-8-7 ( 平 裝 )
NT$720

莎士比亞叢書. 3: 溫莎的風流婦人
(中英對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10-54-4 (EPUB)

現在/蘇菲作 .-- 臺中市 : 吳致慧,
10812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00-0 (精裝) NT$360

莎士比亞叢書. 4: 惡有惡報(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5-1 (EPUB)

張行 24 小時寫真書/張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812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17-3-6 (平裝) NT$450

莎士比亞叢書. 5: 錯中錯(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56-8 (EPUB)

莫守成規: 哈佛教授教你建立叛逆思
維,避開慣性陷阱,發揮正向力量與效
能/法蘭西絲卡.吉諾著; 周宜芳譯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00-6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6: 無事自擾(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東,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44-5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7: 空愛一場(中英對
照)/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131

麻衣琴僧翰墨/曾洵編著 .-- 新北市 :
台灣美術出版社, 10903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43-0-5 (線
裝) NT$150

陸股主升浪之巧取豪奪/張華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1-9 (EPUB) NT$590

國際教育校本課程:「從仕絨出發」
英語教材/李美霞等撰文 .-- 屏東縣 :
屏縣仕絨國小, 10901 .-- 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17-0 (平裝)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
員安全衛生訓練(印尼文版)/郭清吉
等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
10812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62-93-6 (平裝) NT$350

採購管理實務/丁振國編著 .-- 增訂
八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0901 .-3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88-7 (平裝) NT$420

統計學不能做為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原因與補正及附錄/王冠先, 李玫郁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機統, 10812 .-冊 .-- ISBN 978-986-94659-5-3 (全套:
平裝) NT$2000

通識教育學報. 第七期/明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812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73-26-4 (平裝)

設 施蘆筍栽 培管理技 術 /謝明憲等
作 .-- 臺南市 : 農委會臺南農改場,
10812 .-- 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0-59-6 (平裝) NT$60

莊嚴一二 0 週年紀念套書/羅啟倫等
作; 羅啟倫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羲之堂文化, 10812 .-- 冊 .-- ISBN
978-986-97667-7-7 ( 全 套 : 精 裝 )
NT$3500

悠悠老街水岸新生: 檔案應用展專輯
/劉振宇編著 .-- 桃園市 : 桃市水務局,
1081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28-2 (平裝)

淘寶網開店、裝修、推廣一本通/陳
志民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2-4 (EPUB) NT$490

雪莉媽媽的芋頭蛋糕捲/陳麗鈞圖.
文 .-- 臺中市 : 中市大甲區農會,
108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369-1-4 (精裝)

*通靈少男: 紅樓夢中的通靈少男與
通靈少女/中國著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九逵商行, 10812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495-38-0 (平裝)
NT$1500

雀斑女孩網紅速成課: 看完秒懂!IG、
TikTok 經營技巧解密/鄭語婕作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2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585-9 (平裝)
從零開始學貴金屬投資/周峰, 韓炳
剛, 朱偉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87-0 (EPUB) NT$398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緬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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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32-206-0 (EPUB)
探綠: 居住區植物配置寶典. 南方植
物卷/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1-3 (EPUB) NT$850
國際內部稽核師新制模擬考題中譯
本/周台俊, 周靜幸, 吳三梅編譯 .-初版 .-- 臺北市 : 內部稽核協會,
108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240-8-6 (平裝)

給 世界裝上 輪子的福 特 /黃曉麗編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73-1
(EPUB) NT$300
尋找超值股: 價格夠便宜嗎?解決投
資難題的價值檢定程序/肯尼斯.傑弗
瑞.馬歇爾(Kenneth Jeffrey Marshall)著;
黃嘉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
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1-4 (PDF) NT$294

尊重你我好關係: 生命教育 人與人.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10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7831-9-4 ( 平 裝 )
NT$300
尊重你我好關係: 生命教育 人與人.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3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6087-7-0 (平裝) NT$50
越界藝展. 2019/ .-- 桃園市 : 李文謙,
10812 .-- 8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8-0 (平裝)
無量義經經藏演繹集選曲譜<<鋼琴
四手聯彈>>. 進階版/釋德慇製作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9-6-9
(平裝) NT$150
無量義經經藏演繹集選曲譜<<鋼琴
四手聯彈>>. 簡易版/釋德慇製作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9-5-2
(平裝) NT$150
黑絲襪風情 DEEP/GOT 編輯部; 林其
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2-218-8 (平裝)
給想當程式設計師的你: 程式設計師
面試寶典與進階祕笈/鄭萌主編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46-4 (EPUB) NT$690
開駛!3 環 6 線好日子/新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全體同仁作 .-- 新北市 : 新
北市捷運局, 10812 .-- 1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13-34-7 (平裝)

尋味.溫土-機能食材誌: 菇類特刊/簡
孝如文字採訪 .-- 臺北市 : 中華管理
發展基金會, 10812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598-0-6 (平裝)
NT$200

視覺藝術與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19/葉宗和主編 .-- 嘉義縣 :
南華大學, 10812 .-- 5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65-2 ( 平 裝 )
NT$800

植物的群落/蘇倩儀撰文 .-- 增訂一
版 .-- 臺 中 市 : 暢 談 國 際 文 化 ,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9-45-6 (平裝)

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20/109 年/
賴燿村總編輯 .-- 臺中市 : 遊山玩水
旅行社, 10812 .-- 2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558-0-8 ( 精 裝 )
NT$350

棉花糖檸檬水/崔香蘭攝影.文字 .-初版 .-- 臺北市 : 崔香蘭, 10901 .-- 64
面; 16X22 公分 .-- ISBN 978-957-434113-9 (平裝) NT$320
132

道化十方: 為上天大開普渡作見證
(越文版)/吳進雄作; 張金花譯 .-- 初
版 .-- 南投縣 : 光慧文化, 108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68-768 (平裝) NT$80

(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7289-8 (精裝) NT$400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19/財團法人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
育基金會, 10812 .-- 94 面; 42 公分 .-ISBN 978-986-96866-1-7 (平裝)

聖經導讀系列: 以弗所書/蘇伊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蘇伊凡,
10812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325-3 (平裝)

意味拡張の对照研究: 日本語. 台湾
華語の比較を通じて/王天保著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1 .-1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38-60-4 (平裝) NT$400
新 型員工關 係管理實 務 /李志疇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88-7 (EPUB) NT$420
鼓動身體系列. 一, 魔法身體打擊/趙
偉竣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JC 趙
偉竣音樂工作室, 108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74-06 (平裝) NT$380
楊喚,生日快樂: 蕭寶玲插畫展. 二 0
二 0/楊喚詩; 蕭寶玲繪圖 .-- 初版 .-臺中市 : 蕭寶玲, 10901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7372-7 (平
裝)
跨越世代的宣教使命/陳斯隆著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812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05-5-5 (平裝)
跨越藩籬: 光影世界中的「詩意情境」
/李文寧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308-2 (EPUB) NT$300
電腦世界的佼佼者戴爾/范曉傑, 代
安榮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66-3 (EPUB) NT$300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
10901 .-- 15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90-0-4 (精裝-黑/白)
聖經故事圖示系列: 使徒行傳/鄭睦
瑛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鄭睦瑛,
10901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1-2 (平裝) NT$400
聖經故事圖示總攬/鄭睦瑛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鄭睦瑛,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288-1

*聖諭行不言之教踐行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耿大祥, 10812 .-- 3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335-2 (平裝) NT$50
*聖諭行不言之教踐行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耿大祥, 10812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336-9
(平裝) NT$50
慈濟歌精選曲譜<<鋼琴四手聯彈>>/
釋德慇製作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9-7-6 (平裝)
慈濟學校校歌曲譜<<鋼琴四手聯彈
>>/釋德慇製作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8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9-8-3 (平裝)
解讀生命訊息. 第二部: 五官頭頸身
軀/周瑞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和
氣大愛文化, 10812 .-- 1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314-3-6 (平裝)
NT$380
臺北整體開發智慧生態行動綱領/李
奕芸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地政局,
10812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2-53-1 (平裝) NT$500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分則篇/李允呈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2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1-5 (平裝) NT$680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總則篇/李允呈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812 .-- 9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40-8 (平裝) NT$680
瘋狂的法拉利/代安榮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71-276-2
(EPUB)
NT$300
僧的彩繪日記/釋泓如著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1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02-0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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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啷啷書簡/赫恪著 .-- 花蓮市 : 遠景
印刷企業, 10812 .-- 3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843-7-7 (平裝)
網路治理與資訊安全/財團法人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編 .-- 臺北市 : 臺灣網
路資訊中心,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88369-8-3 (EPUB)
網路獵手谷歌/朱江編著 .-- 初版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71-270-0
(EPUB)
NT$300
嘉義蘇周連宗祠百年紀念特刊/蔡榮
順, 蘇睦喬撰文 .-- 嘉義市 : 嘉義市
蘇周連姓宗親會, 108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00-0-0 (平
裝) NT$300
趙趙/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10901 .-- 117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97038-1-9 (精裝)
輕輕鬆鬆學 Keyboard/張可葳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8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2-1 (平裝)
實戰大數據: MATLAB 資料探勘詳
解與實踐/許國根, 賈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296-2
(EPUB) NT$750
實戰大數據: 行動互聯網時代的商業
應用/李軍, 張志科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286-3 (EPUB)
NT$598
實戰大數據: 客戶定位和精準行銷/
李軍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4-8 (EPUB) NT$598
甄戰大學誌: 109 年高升大甄試: 全
方位攻略/甄戰學習顧問中心編著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45-748-0
(平裝)
輕鬆玩轉理財產品大全集/海天理財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93-1 (EPUB) NT$498
臺 灣鹿隻保 健應用 指 南/吳永惠編
著 .-- 臺南市 : 中華民國養鹿協會,

108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47-1-8 (精裝) NT$1000
臺灣觀光 60 攜手永續專刊(中英文
版 )/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10902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053-0 (平裝)
罵人不必用髒話全集/文彥博著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 10901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03-3 (平裝) NT$380
樂在其中: 藝壇薪傳.八二回顧: 簡嘉
助教授西畫邀請展/簡嘉助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簡嘉助, 1090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367-3
(平裝)
數位影像處理高級應用: 基於
MATLAB 與 CUDA 的實現/趙小川,
何灝, 王軍正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16-338-9
(EPUB)
NT$490
諸事問幾米但不會有答案/幾米作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2 .-20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06-52-3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986-5406-53-0 (精裝) NT$580

樂齡學習系列教材. 30: 高齡服務學
習 SOP/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
育學系編撰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37-2 (平裝) NT$35
樸.茁: 黃媽慶木雕創作個展/黃媽慶
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10901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946-7-4 (平裝) NT$280
獨一無二的寶貝: 生命教育 人與己.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626-0-8 ( 平 裝 )
NT$300
獨一無二的寶貝: 生命教育 人與己.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6-1-5 (平裝) NT$50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大洲里
志/許献平, 吳建昇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樹谷文化基金會, 10812 .-- 2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677-65 (平裝) NT$300

靚亮: 愛農愛諾特展/曾康綺主編 .-第一版 .-- 彰化縣 : 農委會臺中農改
場,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0-63-3 (平裝) NT$300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中榮里
志/許献平, 吳建昇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樹谷文化基金會, 10812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677-41 (平裝) NT$3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大林電廠更新
改建計畫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812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1-04-4
(平裝) NT$100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豐華里
志/許献平, 黃博文, 吳建昇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樹谷文化基金會,
10812 .-- 2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1677-5-8 (平裝) NT$300

諸神之眼: Nmap 網路安全審計技術
揭密/李華峰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8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16-374-7
(EPUB)
NT$490

鋼琴電子琴伴奏教本/丁怡文編著 .-臺北市 : 有毅生活, 10901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3-0-2
(平裝) NT$350

*儀隊再現風華: 中女 100 週年校慶
儀隊回娘家紀念專刊/吳佳玲主編 .-臺中市 : 中女校友儀隊百年校慶籌
委會, 10812 .-- 32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311-6 (平裝)
墨 韻春 風煥軒 書會 作品聯展 專輯 .
2019/阮威旭總編輯 .-- 雲林縣 : 煥軒
書會, 10812 .-- 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2779-2-1 (平裝)

嬰幼兒全面發展量表指導手冊/蔡昆
瀛編製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12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41-9 (平
裝)
薇加幸福/漢堡平面攝影 .-- 初版 .-臺北市 : 紅嬰媒體資訊, 108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35-13 (精裝)
聯合年會暨論文研討會大會手冊暨
論文集. 2019/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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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學系編 .-- 新竹市 : 建都文化,
108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5-0-0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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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 宋杰譯; 李
兆華審閱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
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6-0 (PDF) NT$315
績效管理從入門到精通/胡勁松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289-4 (EPUB) NT$580
*聲嘶力竭為百姓: 找回屬於百姓的
聖人之道/耿大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耿大祥, 10811 .-- 4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279-9 (平裝)
NT$60
*聲嘶力竭為百姓: 找回屬於百姓的
聖人之道(簡體字版)/耿大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耿大祥, 10811 .-- 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293-5
(平裝) NT$60
舉頭 San Chi 有神明－來份民法不要
辣/Shn Chi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1 .-- 3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638-5 ( 平 裝 )
NT$450
謝謝你 水圳/王秋傑總編輯 .-- 屏東
縣 : 大仁科大文創所, 108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40-49-5
(精裝)
轉角遇到幸福: 寫給單親爸媽/鄧杉,
周茜主編; 謝曉銳等副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75-5 (EPUB)
NT$300
羅安公傳奇/陳慧月文, 許雲岫圖 .-嘉義市 : 嘉市白沙王文化協會,
108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120-1-5 (平裝)
藥物濫用防制案例手冊/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組編輯 .-臺北市 : 食藥署, 10812 .-- 2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9-12-5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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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38-6-1 (PDF)

霧峰履歷. 14, 震殤與新生/蘇毓芬等
作; 吳東明總編輯 .-- 臺中市 : 霧峰
文化創意協會, 1090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080-0-8 (平
裝) NT$350
麗島瀛春. 2020:新營文化中心新春
特展/周雅菁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文化局, 10812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15-570 (平裝) NT$200
關懷他人付出愛: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112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607-0-3 ( 平 裝 )
NT$300
關懷他人付出愛: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 10901 .-- 3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07-1-0 (平裝) NT$50
關懷環境我最行: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10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25-8-5 ( 平 裝 )
NT$300
關懷環境我最行: 生命教育 人與環
境.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
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10902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625-9-2 (平裝) NT$50
贏在堅持/孫秀緣, 李謙易主編 .-- 臺
北市 : 中華日報, 108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645-53-9 (平
裝) NT$400
聽障教育期刊. 第 18 期/樓威主編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8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2-43-2
(平裝)
*竊聽/葉衽榤作 .-- 新竹市 : 竹宇印
刷, 1081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286-4-5 (平裝) NT$88
老子易知解/鄭曼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2-2 (PDF)
NT$190
大眾理則學/陳大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 ISBN
NT$630

978-957-8595-94-1

(PDF)

分 .-- ISBN 978-986-341-431-5 (PDF)
NT$294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蔣維喬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95-93-4
(PDF) NT$240

中國法家概論/陳啟天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00-2 (PDF)
NT$350

平凡的道德觀/陳大齊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95-96-5 (PDF)
NT$270

唐律通論/徐道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5252-8-2
(PDF)
NT$250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王治心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95-97-2
(PDF) NT$378

中國禮俗研究/何聯奎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252-9-9 (PDF)
NT$290

幻廬佛學著述三種/周曉安著述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95-95-8
(PDF) NT$529

全面交易: 掌握當沖與波段獲利/約
翰. 卡 特(John F. Carter) 著; 黃嘉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0-7 (PDF) NT$455

佛藏經講義. 第二輯/平實導師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38-7-8 (PDF)
賓士之道奔馳未來: 為頂尖產品打造
極致顧客體驗/約瑟夫.米其里(Joseph
A. Michelli)著; 曹嬿恆譯 .-- 初版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33-9 (PDF)
NT$266
莫扎特如何帶領歐普拉及賈伯斯組
成的團隊: 啟動全腦思維,最大化組
織優勢/奈德.赫曼(Ned Herrmann), 安.
赫 曼 . 納 迪 (Ann Herrmann-Nehdi) 著 ;
張美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
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7-7 (PDF) NT$336
新創時代: 掌握 150 個成功元素,設
計專屬的獲利方程式/史帝夫.費雪
(Steven Fisher), 嘉 奈 . 杜 恩 (Ja-Naé
Duane)著; 袁世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2-2 (PDF)
NT$350
精實力: 持續改善價值創造的流程/
亞特.伯恩(Art Byrne)著; 林錦慧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5-3 (PDF) NT$224
消滅爛演說: 說動人心,新手老手都
上 手 的大 魚簡 報術 / 肯尼. 阮(Kenny
Nguyen)等著; 袁世珮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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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
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 上冊/馬丁.普
林(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3-8
(PDF) NT$392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
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 下冊/馬丁.普
林(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4-5
(PDF) NT$350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理查.菲力
(Richard A. Ferri)著; 陳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9-1 (PDF)
NT$350
選擇權價格波動率與訂價理論: 高級
交易策略與技巧/薛爾頓.奈頓伯格
(Sheldon Natenberg)著; 黃嘉斌譯 .-二 版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2-1 (PDF) NT$756
雙動能投資: 高報酬低風險策略/蓋
瑞.安東納奇(Gary Antonacci)著; 黃嘉
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280-9 (PDF) NT$252
交易本事: 邁向頂尖操盤手的獲利心
法/樊恩.薩普(Van K. Tharp)著; 許瑞
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4-6 (PDF) NT$252

分 .-- ISBN 978-986-95816-1-5 (PDF)
NT$200

黑金石油: 多空雙向交易投資新契機,
原油 ETF 完全攻略/劉宗聖等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08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1-438-4 (PDF) NT$175
唐史研究/李樹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595-98-9
(PDF)
NT$540
唐史新論/李樹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5816-0-8
(PDF)
NT$467
唐史考辨/李樹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595-99-6
(PDF)
NT$503
明代平倭史實/王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9-1 (PDF)
NT$397
中西交通史/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纂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8-4
(PDF) NT$312
唐代政教史/劉伯驥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5-3 (PDF)
NT$648
宋代政教史. 上篇/劉伯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3-9 (PDF)
NT$1185
宋代政教史. 中下篇/劉伯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4-6 (PDF)
NT$1316
中國歷代行人考/黃寶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816-6-0 (PDF)
NT$360
中國歷代行人考. 續編/黃寶實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816-7-7
(PDF) NT$350
李鴻章遊俄紀事/王光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1 .-- 面; 公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