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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網址為：http://isbn.ncl.edu.tw。
七、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推出「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歡迎各界訂閱指教，網址：http://tps.ncl.edu.tw。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新 書 分 類 目 錄
物理 ............................................... 20

總類 ...................... 5

化學 ............................................... 21

目錄學；文獻學 ............................ 5

地質學........................................... 21

國學................................................. 5

生物學........................................... 21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 6

植物學........................................... 21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 6

動物學........................................... 2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 6

人類學........................................... 22

普通論叢 ........................................ 6

應用科學類 ............... 22

群經................................................. 6

總論 ............................................... 22

哲學類 .................... 7

醫藥 ............................................... 22

學術思想概論 ................................ 7

家政 ............................................... 26

中國哲學 ........................................ 7

農業 ............................................... 28

東方哲學 ........................................ 7

工程 ............................................... 29

西洋哲學 ........................................ 7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 30

邏輯學 ............................................ 7

應用化學；化工 .......................... 31

心理學 ............................................ 7

製造 ............................................... 31

美學............................................... 10

商業；各種營業 .......................... 31

倫理學 .......................................... 11

商學 ............................................... 32

宗教類 ................... 12

企業管理 ...................................... 33

總論............................................... 12

社會科學類 ............... 36

佛教............................................... 12

統計 ............................................... 36

道教............................................... 14

教育 ............................................... 36

基督教 .......................................... 14

禮俗；民族學 .............................. 40

伊斯蘭教 ...................................... 16

社會學........................................... 40

其他宗教 ...................................... 16

經濟 ............................................... 42

術數；迷信 .................................. 16

財政；金融；投資 ...................... 44

自然科學類 ............... 17

政治 ............................................... 46

總論............................................... 17

法律 ............................................... 47

數學............................................... 17

軍事 ............................................... 49

電腦資訊科學 .............................. 18

史地/傳記類 .............. 49

天文學 .......................................... 20

史地總論 ...................................... 49
3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中國史 .......................................... 49

西洋文學 ...................................... 73

中國斷代史 .................................. 50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洲、大

中國文化史 .................................. 51

洋洲文學 ...................................... 75

中國外交史 .................................. 51

新聞學........................................... 75

中國地方志 .................................. 51

藝術類 ................... 76

世界史地 ...................................... 51

總論 ............................................... 76

亞洲史地 ...................................... 52

音樂 ............................................... 77

臺灣史地 ...................................... 52

建築 ............................................... 78

歐洲史地 ...................................... 54

雕塑 ............................................... 78

美洲史地 ...................................... 54

書畫 ............................................... 78

非洲史地 ...................................... 54

攝影；電腦藝術 .......................... 80

傳記............................................... 54

工藝美術 ...................................... 81

文物考古 ...................................... 56

技藝 ............................................... 81

語言/文學類 .............. 56

戲劇 ............................................... 81

語言文字學 .................................. 56

遊藝；娛樂；休閒 ...................... 82

文學............................................... 60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

中國文學 ...................................... 60

政府出版品 .................................. 83

中國文學總集 .............................. 62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 83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

兒童讀物 ...................................... 91

學 ................................................... 63

漫畫書........................................... 98

兒童文學 ...................................... 65

小說及雜文 ................................ 105

東方文學 ...................................... 65

其他 ............................................. 108

臺灣文學 ...................................... 68

4

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臺灣各大學學術資源能量風貌 : 國
圖資料庫分析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
研究主題概況 / 洪淑芬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907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1-5 (平裝)
1.國家圖書館 2.引用文獻分析 3.學
位論文 4.學術傳播 5.學術研究
011.016
王陽明<<居夷集>>文學研究 / 鍾翌
晨, 趙永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21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一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148-2 (精裝)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011.08
阮刻<<周禮注疏>>校考(外二種) / 孔
祥軍著 ;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4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 三一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144-4 (精裝)
1.周禮 2.注釋 011.08
明代女教書研究 / 王光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2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
刊. 三一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149-9 (精裝)
1.修身 2.女性 3.明代 011.08
袁同禮與中國圖書館事業 / 潘梅著 ;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一編 ; 第 1 冊-2
冊) .-- ISBN 978-986-518-142-0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43-7 (下
冊:精裝)
1.袁同禮 2.圖書館事業 3.中國
011.08
晚明日用類書勸諭思想研究 / 郭正
宜著 ;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88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一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145-1 (精裝)

1.修身 2.類書 3.研究考訂 4.明代
011.08
碩堂輯佚札叢 / 何廣棪著 ;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907 .-- 256 面; 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一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105-5 (精裝)
1.中國文學 2.文集 011.08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
文>>研究 / 陳玫玲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典
文獻研究輯刊. 三一編 ; 第 6 冊-7
冊) .-- ISBN 978-986-518-146-8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47-5 (下
冊:精裝)
1.(清)嚴可均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011.08
扶桑書物語. 第二輯 / 湯川秀樹等作 ;
林景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遠景文學
叢書 ; 94) .-- ISBN 978-957-39-1112-8
(平裝) NT$380
1.讀書 2.藏書 3.文集 4.日本 019.07
富比世排名富豪認可的極簡流工作
筆記術 : 只用 3 本筆記和 2 支筆就能
完美應付顧客需求 / 新井直之著 ; 金
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
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9-2-0 (平
裝) NT$320
1.筆記法 2.學習方法 3.職場成功法
019.2

國學
赓续千年 : 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文集
精选. 第二辑 / 王维生主编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文化
發行, 10907 .-- 554 面; 24 公分 .-- (篔
簹書院文庫) .-- 正體題名:賡續千年:
海峽兩岸國學論壇文集精選 .-- ISBN
978-986-98507-7-3 (平裝) NT$880
1.漢學 2.文集 030.7
「理」與「上帝」之間 : 朱熹與丁
若鏞「道心人心論」之比較研究 /
金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230 面; 26 公分 .-- (中國
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9
冊) .-- ISBN 978-986-518-291-5 (精裝)
1.(宋)朱熹 2.丁若鏞 3.學術思想 4.研
究考訂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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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壇經>>注 / 馮天春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518-295-3 (精裝)
1.六祖壇經 2.注釋 030.8
三禮禮器論叢 / 周聰俊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9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280-9 (精裝)
1.三禮 2.禮器 3.文集 030.8
中國古代儒家「友」觀念研究 / 王
淑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174 面; 26 公分 .-- (中國
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283-0 (精裝)
1.儒家 2.社會倫理 030.8
中國書院教育哲學之研究 / 陳旻志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 三二編 ; 第 21-22 冊) .-- ISBN 978986-518-293-9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294-6 (下冊:精裝)
1.書院制度 2.教育哲學 3.中國
030.8
中國經學研究會年會論文集 : 走出
荒經時代 / 司馬朝軍本書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
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275-5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76-2 (下冊:精裝)
1.經學 2.文集 030.8
六朝山水畫論美學研究 / 易菲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46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
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986-518-290-8 (精裝)
1.繪畫美學 2.畫論 3.水墨畫 4.中國
030.8
先民生存的艱難與悲喜 : <<國風>>
讀注 / 白鳳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學
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986-518-277-9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278-6 (下
冊:精裝)
1.詩經 2.注釋 030.8
先秦儒道兩家本性論探微 / 許宗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90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2 冊) .-ISBN 978-986-518-284-7 (精裝)
1.儒家 2.道家 3.先秦哲學 030.8
從太初到民國 : 中華文明發展歷程
管窺 / 劉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2 冊) .-ISBN 978-986-518-273-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74-8 (下冊:精裝)
1.文明史 2.中國 030.8
從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 / 韓強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38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3 冊) .-ISBN 978-986-518-285-4 (精裝)
1.中國哲學史 2.宋明理學 3.新儒學
030.8
陳暘<<樂書>>音樂哲學之研究 / 張
偉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178 面; 26 公分 .-- (中國
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281-6 (精裝)
1.(宋)陳暘 2.學術思想 3.哲學 4.音樂
030.8
悲憫的跫音 : 南傳佛教人文關懷實
踐研究 / 吳正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304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
編 ; 第 24 冊) .-- ISBN 978-986-518296-0 (精裝)
1.佛教史 2.佛教哲學 3.部派佛教
030.8
熊十力與「體用不二」論 / 林世榮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
刊. 三二編 ; 第 14-15 冊) .-- ISBN 978986-518-286-1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287-8 (下冊:精裝)
1.熊十力 2.學術思想 3.哲學 030.8
裸禮考辨 / 周聰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62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二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279-3 (精裝)
1.五禮 2.研究考訂 030.8
歷史解釋 : <<左傳>>敘事研究 / 張懿
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0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
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0 冊) .-ISBN 978-986-518-282-3 (精裝)

1.左傳 2.注釋 3.研究考訂

030.8

韓非子難篇研究 : 韓非子的辯論術 /
張素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272 面; 26 公分 .-- (中
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986-518-288-5 (精裝)
1.(周)韓非 2.韓非子 3.研究考訂 4.學
術思想 030.8
韓非解老喻老研究 / 張素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194 面; 26 公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
究輯刊. 三二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986-518-289-2 (精裝)
1.(周)韓非 2.韓非子 3.研究考訂
030.8
嚴復法律思想研究 : 與中國近代憲
政思潮 / 官正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86 面; 26 公
分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
編 ; 第 20 冊) .-- ISBN 978-986-518292-2 (精裝)
1.嚴復 2.法律哲學 3.政治思想 4.憲
政主義 030.8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我想知道為什麼? : 生活科學 / 王永
慧作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8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36 (精裝) NT$2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我想知道為什麼? : 自然科學 / 王永
慧作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8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43 (精裝) NT$2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我想知道為什麼? : 身體奧祕 / 王永
慧作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8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50 (精裝) NT$2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我想知道為什麼? : 動物世界 / 王永
慧作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8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67 (精裝) NT$2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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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春秋>>雜誌合訂本 : 1-6 期 /
陳福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
哲, 10908 .-- 4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14-522-6 (平裝) NT$800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想當年 : 台北北區扶輪社社長誌 / 台
北北區扶輪社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經典,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新視野 ; 68) .--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9-3 (平裝) NT$320
1.國際扶輪社 2.訪談 3.臺灣 061.51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8
年 .-- 臺北市 : 海基會, 109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498-83-8 (平
裝) NT$500
1.海峽交流基金會 068.33

普通論叢
*葳格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九輯 / 陳舒芳, 張采寧, 陳鳳麗執行
編 輯 .-- 臺 中 市 : 中 市 葳 格 高 中 ,
10907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3-0-0 (精裝)
1.言論集 078
*葳格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輯 / 陳舒芳, 張采寧, 陳鳳麗執行
編 輯 .-- 臺 中 市 : 中 市 葳 格 高 中 ,
10907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3-1-7 (精裝)
1.言論集 078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九 /
王見川等作 ; 馬力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7 .-- 250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85) .-- ISBN 978986-7127-81-5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群經
民國時期經學與經學家研究 / 林慶
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363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究
叢書.經學史研究叢刊 ; 501030) .-ISBN 978-986-478-365-6 ( 平 裝 )
NT$50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學術思想概論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 / 何炳棣著 .-二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544 面; 21 公分 .-- (院
士 叢 書 ) .-- ISBN 978-986-5432-49-2
(精裝) NT$750
1.學術思想 2.中國哲學史 3.文集
112.07

中國哲學
*易經雜說 : 易經哲學之研究 / 南懷
瑾先生講述 .-- 臺灣五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37-7 (平裝) NT$3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三教九經彙冊 / 呂松柏彙冊 .-- 初
版 .-- 臺中市 : 呂松柏, 10908 .-- 704
面; 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3-7879-1 (精裝)
1.儒家 2.佛教 3.道家 121.2
論語三百講. 上篇 / 傅佩榮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595-1 (平
裝) NT$35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論語之里仁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10907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心 ; 4) .-ISBN 978-986-6574-84-9 (平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4
論語之公冶長篇 / 癡翁編撰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多 識 界 圖 書 文 化 ,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5) .-- ISBN 978-986-6574-85-6 (平
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5
*老子他說續集 / 南懷瑾講述 .-- 臺灣
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7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384 (平裝) NT$480
1.老子 2.注釋 121.311
道德經說義 / 葉無知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216 面; 21
公分 .-- (無知行者集 ; 1) .-- ISBN 978986-5526-68-9 (平裝) NT$25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老子>>恆道今解 / 陳清淵編著 .-初 版 .--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 陳 清 淵 ,
10908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7-7 (平裝) NT$38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16 (平裝)
1.日本哲學 131

墨子閒詁箋等七種 / 張純一撰 ; (清)
馬國翰輯 .-- 四版 .-- 臺北市 : 世界,
10908 .-- 580 面; 21 公分 .-- (中國文化
經典. 哲學叢書) .-- ISBN 978-957-060587-7 (平裝) NT$780
1.墨子 2.注釋 121.411

西洋哲學

全彩圖解鬼谷子 / (戰國)鬼谷子原著 ;
任思源主編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
10909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50-3 (平裝)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3.謀略
121.887
鬼谷子 : 研習者常建奇功 / 鬼谷子作 ;
陳實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 10909 .-- 504 面; 23 公分 .-- (汲古
閣 ; 1) .-- ISBN 978-986-392-324-4 (平
裝) NT$399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3.謀略
121.887
如果滿清全面西化 : 康有為的強國
夢 / 康有為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85) .-- ISBN 978-986-554012-8 (平裝) NT$280
1.康有為 2.學術思想 128.2
顧曉軍主義之淺探 / 盧德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33 (平裝) NT$480
1.顧曉軍 2.學術思想 3.現代哲學
128.99

東方哲學
從「道理」到「物理」 : 日本近世
以來「化道為術」之格致過程 / 韓
東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人
社高研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10910 .- 560 面; 21 公分 .-- (東亞文明研究叢
書 ; 107) .-- ISBN 978-986-5452-26-1
(精裝) NT$580
1.日本哲學 2.中日關係 3.比較研究
131
翻轉思考力的日本哲學 : 從哲學史、
名著到專門用語,有助自我實現的 5
大工具 / 小川仁志著 ; 游韻馨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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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主義生活 : 古代哲學家教導
我們的人生哲學指南 / 約翰.賽勒斯
(John Sellars)著 ; 吳湘湄譯 .-- 初版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174 面; 21 公
分 .-- (勁草生活 ; 473) .-- ISBN 978986-5529-41-3 (精裝) NT$290
1.古希臘哲學 2.人生哲學 141.61
新士林哲學的超驗進路 : 馬雷夏、
拉內與郎尼根 / 陳文祥著 .-- 初版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908 .-- 299 面;
21 公 分 .-- ( 輔 仁 大 學 研 究 叢 書 ;
225) .-- ISBN 978-957-8843-55-4 (平裝)
NT$380
1.士林哲學 142.2
效益主義 /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 ; 李華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1-5 ( 平 裝 )
NT$200
1.效益主義 143.87
落葉 : 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 / 威爾.
杜蘭(Will Durant)著 ; 梁永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95-9 (平裝)
NT$340
1.杜蘭(Durant, Will, 1885-1981) 2.學
術思想 3.哲學 145.59

邏輯學
*圖解悖論大百科 : 鍛練邏輯思考的
50 則悖論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
經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8 .-- 160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 ; 15) .-- ISBN 978-986-461-222-2 (平
裝) NT$380
1.邏輯 2.悖論 150

心理學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 : 揭開讓
我們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 / 凱瑟琳.
山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著 ; 林

凱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88-1 (平裝) NT$380
1.心理學 2.旁觀者效應 3.利他主義
170
*榮格的最後歲月 : 心靈煉金之旅 /
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著 ; 王一梁,
李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85-8 (平裝) NT$460
1.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學術思想 3.分析心理學
170.181
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勇敢哭泣 : 情緒
教育,才是教養孩子真正的關鍵 / 大
河原美以著 ; 陳嫻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自由學習 ; 33) .-- ISBN 978-98699162-1-9 (平裝) NT$330
1.兒童心理學 2.情緒教育 3.親子關
係 4.親職教育 173.1
依戀理論三部曲. 2, 分離焦慮 / 約翰.
鮑比(John Bowlby)著 ; 萬巨玲等譯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39-8 (平裝)
1.兒童心理學 2.焦慮症 3.親職教育
173.1
守護生命之火 : 照亮中學生的未來 /
貝蒂.施特利(Betty Staley)著 ; 陳脩平
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三元生
活實踐社, 10908 .-- 354 面; 21 公分 .- (人智學世界觀.社會教育 ; 1) .-ISBN 978-986-97160-6-2 ( 平 裝 )
NT$350
1.發展心理學 2.青少年心理 3.青春
期 173.6
輕鬆學 16 型 / 王天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2-5-7 (精
裝)
1.人格心理學 2.人格特質 173.75
靈魂.夢 : 夢的秘密 / 向立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0907 .-- 314 面; 21 公分 .-- (般若達摩
活靈活現之翻轉學系列 ; 第二部) .-ISBN 978-986-97841-1-5 ( 平 裝 )
NT$280
1.解夢 175.1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
每個孤獨,都有自己的個性 / 蔡榮裕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10909 .-- 290 面; 21 公分 .-- (潛意識叢
書 ; 10)(廢人心理學三部曲. 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ISBN 978-986-982426-2 (平裝) NT$380
1.精神分析 2.心理治療 175.7
能量有約 / 呂姵瑤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1-0 (平裝) NT$398
1.心靈學 2.能量 3.色彩心理學
175.9
反智 : 不願說理的人是偏執,不會說
理的人是愚蠢,不敢說理的人是奴隸
/ 古倫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著 ;
楊玉齡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07 .-- 43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5) .-- ISBN 978-9865535-42-1 (精裝) NT$600
1.思考 2.推理 176.4
心態革命 : 大腦中的髮夾彎,掀起你
的思路風暴 / 俞姿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8-7 (平裝) NT$35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行動改造大腦 : 行為如何形塑我們
的認知天性 / 芭芭拉.特沃斯基
(Barbara Tversky)著 ; 朱怡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13-3-2 (平裝) NT$499
1.思考 2.智力 176.4
決斷 2 秒間 : 擷取關鍵資訊,發揮不
假思索的力量 / 麥爾坎. 葛拉威爾
(Malcolm Gladwell)著 ; 閻紀宇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葛拉威爾作品集 ; 8) .- ISBN 978-957-13-8288-3 ( 平 裝 )
NT$320
1.決策管理 2.直覺 176.4
直擊本質的深度思考術 : 從平庸到
成功,你最需要的知識變現軟實力 /
艾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3-5 (平裝)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明明心好累,為何還裝作無所謂? : 讓
我們破解情緒的偽裝,看一看你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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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藏在心底的秘密...... / 金容太著 ;
鄭 筱 穎 譯 .-- 臺 北 市 : 采 實 文 化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70) .-- ISBN 978-986-507-173-8 (平
裝) NT$320
1.情緒管理 176.52
走出關係焦慮 : 成為自己的安全堡
壘,擺脫負面關係的 18 堂內在和解課
/ 吳姵瑩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12) .-- ISBN 978-957-658-404-6 (平裝)
NT$360
1.焦慮 2.心理治療 3.靈修 176.527
黃金好習慣,一個就夠 : 日本心理教
練的習慣養成術 / 三浦將作 ; 孫蓉萍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今 周 刊 ,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Unique ;
51) .-- ISBN 978-957-9054-67-6 (平裝)
NT$300
1.習慣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74
恆毅力 : 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 安琪
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著 ;
洪慧芳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新
視野 ; 45) .-- ISBN 978-986-398-583-9
(平裝) NT$460
1.應用心理學 177
這輩子一定用得到的心理學 / 張笑
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智慧菁
典 ; 19) .-- ISBN 978-986-98716-8-6 (平
裝) NT$350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3.成功法
177
想好人緣,先懂這些心理學 : 讀懂人
心,預知別人下一步,不說錯話、表錯
情,任何人都喜歡你、都挺你 / 內藤
誼人編著 ; 林美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0909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94-78-8 (平裝)
NT$450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177
20 幾歲要怎樣 : 時間管理 X 理財能
力 X 自制力 X 學習力 / 崔英勝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8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3-1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 /
楊熹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8-0 (平裝)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人生無極限,孫子兵法打造你的全勝
思維 / 吳順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891-1 (平裝)
NT$350
1.孫子兵法 2.成功法 3.自我實現
177.2
十年一講,為夢想 / 江秀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People ; 35) .-- ISBN 978-986477-879-9 (平裝) NT$39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3.登山 177.2
人性的弱點. II / 戴爾.卡耐基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9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9-3-2 (平裝)
1.成功法 2.人際關係 177.2
凡事皆有出路! / 瑪莉.佛萊奧(Marie
Forleo)著 ; 林力敏譯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8-4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大野心家 : 讓野心與勇氣實現你的
夢想!大膽做夢,放手去做! / 王郁陽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2-5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不遺憾大人學 : 衝動三十/世故四十/
淡定五十 / 謝蘭舟, 馬銀春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3-3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四十,仍懂愛 / 田中千繪著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908 .-- 176 面; 22 公分 .- (Fansapps ; 115) .-- ISBN 978-98690969-6-6 (平裝) NT$45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主播台下的好球帶人生 : 那些 MVP
教我的三十件事,不只是一場賽事,輸

贏之前,是做好準備,輸贏之後,是團
隊精神! / 常富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303-3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你 22 歲前就該懂有錢人的逆思考 :
跟著常規走只會受困「平庸鳥籠」!
人生幾個關鍵點,你得做「聰明傻瓜」
和別人想得不一樣 / 金川顯教著 ; 高
橋晃一郎漫畫 ; 高佩琳譯 .-- 初版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81-8 (平
裝)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我只活出自己的樣子 / 關韶文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208 面; 21 公分 .-- (玩藝 ; 96) .-- ISBN
978-957-13-8319-4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自我肯定 177.2
我們心裡都有病 / 大將軍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6-969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你真的不需要這麼忙 : 做自己喜歡
的、快樂的、有意義的事, 拒絕崩潰
的無壓生活練習 / 譚雅.道爾頓
(Tonya Dalton)著 ; 蔣馨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高寶書版
集團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88-1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我需要你的愛。這是真的嗎? : 「一
念之轉」創始人寫給你的痛苦解脫
書 / 拜倫.凱蒂(Byron Katie), 麥可.卡
茨(Michael Katz)著 ; 陳曦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9 .-- 320 面; 21 公
分 .-- (自信人生 ; 166) .-- ISBN 978986-175-565-6 (平裝) NT$330
1.自我實現 2.人際關係 177.2
松浦彌太郎說 : 假如我現在 25 歲,最
想做的 50 件事 / 松浦彌太郎著 ; 楊
明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6-4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放棄吧!那些讓你疼痛不已的堅持 :
從工作、戀愛、興趣、人際關係四
大層面,探索無法堅持的原因,重拾自
我認同感 / 石原加受子著 ; 米宇譯 .9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35) .- ISBN 978-986-248-910-9 ( 平 裝 )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能量創造影響力 : 每個人心裡都有
一個小宇宙,正能量大師楊楊教你如
何啟動自身能量,不必再向宇宙下訂
單 / 楊璽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1-5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高績效表現力 / 小亞倫.史坦, 喬恩.史
坦菲爾德作 ; 李祐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02 (平裝) NT$4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這個世界爛透了,我們動手做個好的
吧! : 勇敢行動、發揮影響力的五大
原則 / 婕恩.凱斯(Jean Case)著 ; 葛窈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65-8 (平
裝) NT$3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異數 : 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 /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
著 ; 廖月娟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葛拉威爾作品集 ; 9) .-- ISBN 978957-13-8289-0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177.2
越內向,越成功 : Google 媒體關係總
監、Twitter 總編親授, 給內向者的
「無壓力社交法」,輕鬆建立深刻人
脈 / 凱倫.維克爾(Karen Wickre)著 ; 沈
曉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304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21) .-ISBN 978-986-477-893-5 ( 平 裝 )
NT$35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2
黑男邱比特的愛情經營學 : 在感情
路上遇到對的人,才能成就更好的自
己 / 黑男邱比特著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Power ; 29) .-- ISBN 978-957-8710-887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兩性關係
177.2
微光日常 / 郭誠涵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460-2 (平裝)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跳脫輸家思維 : 人生贏家還是輸家,
往往只有一念之差 / 鄭一群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28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09-8-8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夢想開始的二十二堂課 : 卡內基的
不雞湯成功學,帶你築夢踏實 / 韓立
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7-0 ( 平 裝 )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厲害是攢出來的 : 寫給不安於現狀,
渴望變得厲害的你 / 劉傑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Think ; 200) .-- ISBN
978-986-5548-02-5 (平裝) NT$34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億萬富翁的秘密 : 財富與成功的 20
項 原 則 / 拉 斐 爾 . 巴 齊 亞 格 (Rafael
Badziag)著 ;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9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9-15-5 (平
裝) NT$380
1.成功法 2.財富 177.2
不再害怕被討厭...... : 寫給總是委屈
忍讓,奮鬥不懈的你 / 中川晶編著 ; 張
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79-5 (平裝) NT$36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如何依賴,才不會受傷? : 運用有效的
工具,促進理解、增強穩定性並建立
持久的關係 / 安妮.陳(Annie Chen)著 ;
彭臨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4-3 (平
裝) NT$380
1.依附行為 2.人際關係 177.3
有效到中毒的最強心理學 : 你想要
這樣,就不會變那樣;你說要,就都
給......找出人際互動盲點,精準操控
人心的 45 個心理詭計 / 神岡真司著 ;

陳畊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方舟 ; 25) .-- ISBN
978-986-99313-1-1 (平裝) NT$350
1.人際關係 2.應用心理學 177.3
你可以裝單純也可以有心機 : 最有
智慧的人際交往心理學 / 周旻憲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贏家 ;
36) .-- ISBN 978-986-411-122-0 (平裝)
NT$27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告別邊緣人 : 未來注定荊棘遍布,但
求總有貴人相助 / 劉惠丞, 馬銀春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09-6 ( 平 裝 )
NT$35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898 (平裝)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3.財富 177.3
距離拉遠一點,從此人際不糾結 : 93
歲女律師洞察人心人性的 33 個智慧,
讓你我活得更自在 / 湯川久子著 ; 江
卉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化,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
度 ; 9) .-- ISBN 978-986-97921-7-2 (平
裝) NT$25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以為時間久了,我就會沒事 : 大腦會
記住你的委屈、孤單、憤怒和傷心!
說出憋在心裡的痛苦,重新感受心的
溫暖 / 催光鉉(츼광현)著 .-- 初版 .-新北市 : 大樹林,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心裡話 ; 9) .-- ISBN 978-98699154-3-4 (平裝) NT$32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178.8

別讓好脾氣害了你 / 周維麗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好日子 ; 2) .-- ISBN 978-986-98671-39 (平裝) NT$33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177.3

兒童心理創傷後的遊戲治療 : 實務
工作者應該知道的事 / Eliana Gil 著 ;
陳信昭, 陳宏儒, 陳碧玲譯 .-- 初版 .-新北市 : 心理, 10908 .-- 232 面; 23 公
分 .-- (心理治療系列 ; 22175) .-- ISBN
978-986-191-919-5 (平裝) NT$280
1.遊戲治療 2.心理創傷 3.兒童心理
學 178.8

拒絕白目溝通 : 簡單複製成功 / 蔡賢
隆,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5-7
(平裝) NT$35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能量清理 / 芭芭拉.摩爾作 ; 林婉婷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88-0 (平裝) NT$350
1.身心關係 2.心理治療法 3.心理衛
生 178.8

逆襲 / 蘇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喜文化, 10907 .-- 264 面; 23 公分 .-(職場系列 ; 10901) .-- ISBN 978-98699109-0-3 (平裝) NT$55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3

量子生活的奇蹟 : 用簡單的量子牽
引法,創造強效的立即療癒 / 法蘭克.J.
金斯洛(Frank J. Kinslow)著 ; 游懿萱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一 中 心 ,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7-99-7 (平裝) NT$500
1.身心關係 2.心理治療法 178.8

深度說服力 : 培養 11 項讓人打從心
底相信你的人格特質 / 傑森哈里斯
(Jason Harris)作 ; 張美惠譯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00) .-- ISBN
978-957-13-8302-6 (平裝) NT$38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人格特質
177.3
富爸爸商學院 /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 莎 朗 .L. 萊 希 特 (Sharon
L.Lechter)著 ; 李平釗, 王東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腦科學 X 心理學的自我肯定法 : 處
理隱形創傷,能接受別人的付出,開始
喜歡自己 / 彌永英晃著 ; 葉昭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8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824-4 (平裝)
NT$30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3.自我肯定
178.8

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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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幽默 /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著 ; 方慈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84-3 (平裝) NT$320
1.幽默論 2.文化研究 185.8

倫理學
專業服務 : 應用倫理學 / 古旻陞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6-6 (平裝)
1.應用倫理學 190
30 堂翹不掉的社會課 : 身為一個大
人,身不由己且快樂著 / 郝慧川作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生 ; 165) .-ISBN 978-986-175-563-2 ( 平 裝 )
NT$30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爆走”法律圈 : 世界越殘酷、你
得要越穩定 / 丁玉雯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群立法律事務所, 10910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0-06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不抱怨的智慧 / 米克斯著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5-0-8 ( 平 裝 )
NT$28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臣服的力量 : 以接納取代抵抗,擺脫
依賴、執著、想太多、太努力的不
安狀態,結合精神醫學、直覺療癒與
靈性指引,成為更好的你 / 茱蒂絲.歐
洛芙(Judith Orloff)著 ; 顧淑馨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7 .-32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71) .-ISBN 978-986-398-584-6 ( 平 裝 )
NT$38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初生之犢的水逆人生 / _dooing_(莊明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5-7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控制脫鈎 : 游祥禾的 14 堂人生課,從
孤獨到感恩,拓寬你無法擺脫控制的
認知 / 游祥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94-6 ( 平 裝 )
NT$320
1.人生哲學 2.自覺 3.生活指導
191.9
默許傷害 : 你若任人欺凌,就表示你
毫不在意 / 林庭峰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1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2-4 (平裝) NT$2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布丁狗讀思想論 / 朝日文庫編輯部
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77-1 (平裝)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必要的創傷 = Necessary trauma / 楊定
一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9 .-- 136 面; 19 公分 .-- (全部生命
系列 ; 24) .-- ISBN 978-986-98989-7-3
(平裝) NT$200
1.靈修 2.心理治療 192.1
生涯規劃與人生發展 / 鄭金謀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5-9 (平裝) NT$450
1.生涯規劃 2.職業輔導 192.1
在藏身之處,活得燦爛如初 : 一個不
良少年走向斜槓青年的生命故事 /
林保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思考致勝,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63-1-0 ( 平 裝 )
NT$50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我想成為不錯的人 雖然這並不容易
/ 洪和廷圖文 ; 曾晏詩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田, 10909 .-- 240 面; 21 公
分 .-- (K 原創 ; 10) .-- ISBN 978-986179-602-4 (平裝) NT$38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9-4
(平裝)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神念脈輪書. 入門篇 / 顯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04-78 (平裝) NT$350
1.靈修 192.1
浮躁病毒 : 想快樂生活,就要讓自己
對浮躁免疫 / 謝蘭舟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9-3 (平裝) NT$35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接上幸福光 = Connect with the light
of happiness / 周瑞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和氣大愛文化, 10907 .-- 144 面;
18 公分 .-- (幸福印記系列 ; 1) .-- ISBN
978-986-95314-6-7 (平裝) NT$380
1.靈修 192.1
黃金之法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1-3 (精
裝) NT$360
1.靈修 192.1
*超越自己就美,管她什麼完美! / 林
宛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0-7 (平
裝) NT$36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最壞的結局不過是大器晚成 : 在命
運為你安排的時區裡,一切都會準時
到達 / 王宇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Think ; 202) .-- ISBN 978-986-554803-2 (平裝) NT$360
1.修身 192.1

所有災厄都將轉為福報 : 離開你自
己創造的地獄,通往真正豐足的祕密
練習 / 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
蕭寶森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New
life ; 21) .-- ISBN 978-986-98938-7-9
(平裝) NT$300
1.靈修 2.思考 3.生活指導 192.1

願你有個自己說了算的人生 : 努力
不是為了取悅別人,當你做決定時,還
想著問爸媽、問伴侶、問朋友......不
如多問問你自己。 / 易小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sue ; 22) .-- ISBN 978-98698589-7-7 (平裝) NT$340
1.修身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92.1

苦味人生 : 人生太難,為你的生活加
點糖吧 / 章含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0 面; 23 公分 .-

不說我,別人才聽你的 : 微交談技術 /
吉原珠央作 ; 郭凡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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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Think ; 204) .-- ISBN 978-9865548-00-1 (平裝) NT$340
1.說話藝術 2.人際關係 192.32
超實用說話術 / 林郁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9-63 (平裝)
1.說話藝術 2.口才 192.32
精準避雷 : 職場 x 社交 x 生活必備說
話術 / 劉惠丞,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8-8 (平裝) NT$36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總論
宗教自由之維護與宗教用地之保障 :
宗教人權覺醒三週年建言 / 釋淨耀
等合著 ; 吳旻錚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永然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
分 .-- (人道人權讀饗系列 ; 15)(宗教
法叢書 ; 5) .-- ISBN 978-957-485-487-5
(平裝) NT$350
1.宗教法規 2.宗教自由 3.國土利用
法規 4.論述分析 201

佛教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 蔡康永文 ; 酚酞
瓜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如 何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86) .-- ISBN 978-986-136556-5 (平裝)
1.說話藝術 2.口才 192.32

佛法上下集 : 真實的佛法與佛學研
究 / 小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0909 .-- 432 面; 26 公分 .-- (信
念 ; 44) .-- ISBN 978-986-5526-70-2 (平
裝) NT$450
1.佛教 2.佛教修持 220

行孝 : 激發匠人精神的核心秘訣 / 秋
山利輝著 ; 陳曉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正好文化, 10908 .-- 144 面; 20 公
分 .-- (事業經 ; 1) .-- ISBN 978-98697155-6-0 (平裝) NT$300
1.孝悌 2.生活指導 193.3

燃燈佛授記本生研究 : 從互文性到
超文性 / 李幸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7 .-- 220 面; 23 公分 .-(哲學研究叢書.宗教研究叢刊 ;
702008) .-- ISBN 978-986-478-368-7 (平
裝) NT$360
1.佛教 2.文集 220.7

錢買不到的東西 : 金錢與正義的攻
防 / 邁可.桑達爾(Michael J. Sandel)著 ;
吳四明, 姬健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人
文思潮 ; 145) .-- ISBN 978-986-134364-8 (精裝)
1.職業倫理 2.資本主義 3.價值觀
198
學術工作者的必修學分 : 學術倫理
及 研 究 誠 信 =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integrity : compass to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 周倩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育,
109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6-207-6 (平裝) NT$450
1.教育倫理學 2.學術研究 198.52
軍事倫理 : 從觀念到實踐 / 尤淑如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6-0 (平裝) NT$400
1.軍人倫理學 2.文集 198.5907

宗教類

*大方廣佛華嚴經 : 普賢行願品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
習堂,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27-29-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7-30-3 (第 4 冊:平裝)
1.華嚴部 221.2
大方廣佛華嚴經要解 : 附:華嚴三昧
章 / (宋)溫陵比丘戒環集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大 乘 基 金 會 ,
10907 .-- 168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
書 ; B-185) .-- ISBN 978-986-99085-2-8
(平裝)
1.華嚴部 221.2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 (唐)罽
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 五版 .-- 新北
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 靈鷲山般若基
金發行, 10907 .-- 128 面; 1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9121-2-9 (平裝)
1.華嚴部 221.2
觀自在菩薩章講記 / 淨空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
會, 10908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12-5-4 (精裝)
1.華嚴部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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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 八十華嚴 / 華嚴印
經會編輯小組編輯 .-- 1 版 .-- 新北市 :
大華嚴寺, 10908 .-- 冊 .-- (華嚴大藏
經 ; 2) .-- ISBN 978-986-98931-1-4 (全
套:精裝)
1.華嚴部 221.22
九九華嚴 / 華嚴印經會編輯小組編
輯 .-- 1 版 .-- 新北市 : 大華嚴寺,
10908 .-- 1136 面; 30 公分 .-- (華嚴大
藏經 ; 5) .-- ISBN 978-986-98931-2-1
(精裝)
1.華嚴部 221.23
佛說阿彌陀經 ;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 /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
什奉詔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法藏叢書 ;
C028-2)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42-8-9 (平裝) NT$70
1.方等部 2.法華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和
裕,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法藏
叢書 ; C021-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42-6-5 (平裝) NT$120
1.方等部 221.36
六百卷大般若經經脈指引 / 楊宗翰
編著 .-- 臺北市 : 佛陀基金會, 10909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414-87-6 (精裝)
1.般若部 221.4
<<金剛經>>與<<藥師經>>的當代釋
讀 / 黃國清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高
文, 10909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51-4-5 (平裝) NT$280
1.般若部 2.經集部 3.注釋 221.4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附:校勘記) / (姚
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 初版 .-臺南市 : 和裕, 10908 .-- 96 面; 21 公
分 .-- (法藏叢書 ; C029-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42-5-8 ( 平 裝 )
NT$60
1.般若部 221.44
金剛經大義 / 普獻法師講述 .-- 再
版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刷, 10907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34-6-3 (精裝)
1.般若部 221.44
圖解金剛經 / 張宏實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
發行, 10907 .-- 7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01-33-7 (平裝) NT$720

1.般若部

221.44

光在,心自在 : <普門品>陪您優雅穿
渡生命窄門 / 釋悟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樹林文化,城邦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28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 JB0143) .-ISBN 978-986-99011-4-7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 (唐)三
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和裕,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法 藏叢 書 ; C031-3) .-- 注音版 .-ISBN 978-986-98942-7-2 (平裝) NT$70
1.經集部 221.712
*藥師經的濟世觀 / 南懷瑾講述 .-- 臺
灣三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391 (平裝) NT$420
1.經集部 221.712
佛藏經講義. 第七輯 / 平實導師述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91-55 (平裝) NT$300
1.經集部 221.733
本生故事精選繪本 / 巴利文大藏經
原著 ; 黃寶生中譯 ; 尹婷繪圖 .-- 臺
南市 : 法寂禪林, 10908 .-- 208 面; 29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99372-0-7 (精裝)
1.本緣部 2.繪本 221.86
密教奧義書 : 瑜伽靈修的口訣金句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
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0-1 (平裝)
NT$260
1.密教部 221.9
大乘起信論妙心疏 : 附<<起信論料
簡駁議>> / 馬鳴菩薩造 ; 守培法師著
疏 .-- 臺 北 市 : 佛 法 實 修 促 進 會 ,
10907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473-4-1 (精裝)
1.大乘論 2.佛教修持 222.14
*沙彌尼戒授戒儀軌(戒師版) / 惟俊
比丘尼彙編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
鄉 : 南林, 10907 .-- 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3183-9-7 (平裝)
1.律藏 223.13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 初版 .-- 臺南
市 : 和裕, 10908 .-- 64 面; 15 公分 .-(法 藏叢 書 ; C119-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42-9-6 (50K 平 裝 )
NT$30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從著色繪本學習美麗的佛畫 : 享受
著色的樂趣加深佛的知識 / 奧田
Miki 著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 10908 .-- 1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559-55-3 ( 平 裝 )
NT$350
1.佛像 2.繪畫技法 224.6
法鼓道風 / 聖嚴法師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1-6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 0 年, 夏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8 .-- 768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脈
叢 書 . 衲 履 足 跡 ) .-- ISBN 978-98699250-1-3 (精裝) NT$400
1.佛教教化法 225.42
*寶藏瓔珞 / 林伯謙著 .-- 二版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書 ; 5401) .-- ISBN
978-957-457-551-0 (平裝) NT$320
1.佛教教化法 225.5
空性智慧 : 眾生煩惱痛苦的解脫之
道 / 杜志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夏出版,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69) .-- ISBN 978-9865541-04-0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25.7
千里之外的看見 : 慧眼及天眼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02-5 (平裝)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高僧神通力運用大解密 : 你所不知
道的神通度眾法則 / 梁崇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08 .-- 220 面;
21 公分 .-- (大眾佛學 ; WS10901) .-ISBN 978-957-447-342-7 ( 平 裝 )
NT$280
1.佛教修持 225.85
通天之書 : 內思通靈上法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
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3-2 ( 平 裝 )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13

超級大法力 : 無限量的自在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
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4-9 ( 平 裝 )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當代法王答客問 : 玄旨與玄機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06-3 (平裝)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諸天的階梯 : 天上界的變現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
教基金會, 10908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1-8 ( 平 裝 )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魔眼 : 另類的天眼 / 盧勝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
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5-6 (平裝) NT$260
1.佛教信仰錄 225.85
吉藏與三論宗 / 余崇生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21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宗教研究叢
刊 ; 702009) .-- ISBN 978-986-478-3694 (平裝) NT$500
1.三論宗 226.12
佛曰 : 從禪學中學習人生哲理 / 李彥
舒,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1-8
(平裝) NT$320
1.禪宗 2.人生哲學 226.6
孤灯下的告白 : 吐露心声 =
Monologues under a solitary lamp / 卢胜
彥着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 名 : 孤 燈下 的 告白 .-ISBN 978-986-5551-08-7 ( 平 裝 )
NT$260
1.禪宗 2.修身 226.6
孤燈下的告白 : 吐露心聲 =
Monologues under a solitary lamp / 盧勝
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07-0 (平裝)
NT$260
1.禪宗 2.修身 226.6

聖嚴法師中華禪法鼓宗禪法研究 /
釋果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0-9 (平裝) NT$320
1.禪宗 2.文集 226.607
六祖壇經拾慧 / 果如法師著 .-- 臺北
市 : 祖師禪林, 10908 .-- 416 面; 21 公
分 .-- (經典系列 ; 5-) .-- ISBN 978-98699378-0-1 (第 5 冊:平裝) NT$480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平常心是道.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 果
如法師作 .-- 臺北市 : 佛陀基金會,
10908 .-- 冊 .-- ISBN 978-957-9414-869 (全套:平裝)
1.禪宗 2.佛教說法 226.65
給不小心就想太多的你 : 49 個正念
禪語錄,擔心事瞬間消失 / 松原正樹
著 ; 楊玉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風向 ;
109) .-- ISBN 978-986-5408-29-9 (平裝)
NT$3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的智慧 : 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 / 聖
嚴法師著 ; 單德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0909 .-- 372 面; 26 公
分 .-- 大字版 .-- ISBN 978-957-598862-3 (平裝)
1.禪宗 2.佛教說法 3.佛教修持
226.65
禪學入門 : 破壞自我、挑戰執念,鈴
木大拙的八堂禪修課 / 鈴木大拙著 ;
謝思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07-1 (平裝) NT$280
1.禪宗 2.佛教哲學 3.修身 4.生活指
導 226.65
不動心 : 跨越人生苦難的方法 / 大川
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
出版,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2-0 (精裝) NT$36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太陽之法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4-9-9 (精
裝) NT$40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惡魔討厭的事 = Devil's pet peeves / 大
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

學出版, 10907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444-8-2 ( 精 裝 )
NT$360
1.新興宗教 226.8

丹道入門講義 / 薛仁義著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薛仁義, 10907 .-- 冊 .-ISBN 978-957-43-7834-0 (全套:精裝)
1.道教修鍊 235

<普賢王如來祈願文>講記 / 噶千仁
波切開示 ; 張昆晟(敦珠貝瑪南嘉)藏
譯中 .-- 新北市 : 噶千佛學會, 10908 .- 159 面; 22 公分 .-- (尊貴上師噶千仁
波切開示法寶 ; 14) .-- ISBN 978-98693286-6-1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大道釋疑. 卷七 / 無極禪化院.南天
虛原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虛原雜
誌, 10907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505-8-0 (平裝) NT$40
1.道教信仰錄 235.8

利器之轮讲记 / 日常老和尚讲述 ; 财
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
辑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8 .-- 144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
利 器 之 輪 講 記 .-- ISBN 978-98699261-4-0 (第 2 冊: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達賴喇嘛介紹密咒金剛乘 / 第十四
世達賴喇嘛作 ; 蔣揚仁欽翻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雪域, 10907 .-- 256
面; 15 公分 .-- (達賴喇嘛文集 ; 18) .-大字版 .-- ISBN 978-986-98341-6-2 (精
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慧光集. 77 : 生活與修行 : 法王如意
寶晉美彭措給弟子的 365 則教言 / 法
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著 ; 堪布索達吉
仁波切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寧瑪
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42-92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淨明老和尚 : 寂靜自在 / 釋會忍作 .- 高雄市 : 妙林雜誌, 10908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727-4-2 (精
裝)
1.釋淨明 2.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統凡行天之道. 二 / 桃園統天宮撰
集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統天宮,
10907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80-1-4 (精裝)
1.道教 230
統天心語 / 桃園統天宮編輯部編輯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桃 園 統 天 宮 ,
10908 .-- 1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280-2-1 (精裝)
1.道教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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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使我不窮也不富 : 從聖經神學看財
富 / 克 萊 格 . 布 魯 姆 伯 格 (Craig L.
Blomberg)著 ; 沈嘉懿,蔡清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友友文化,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 7) .-- ISBN 978-986-96581-26 (精裝) NT$420
1.聖經研究 2.神學 3.財富 241.017
十誡 : 30 天禱告手冊 / 楊寧亞著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109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21-2-0 (平裝) NT$120
1.十誡 2.基督教 3.教牧學 241.2121
細讀利未記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信福, 10910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62-71-1 ( 精 裝 )
NT$340
1.利未記 2.注釋 241.213
聖典<<民數記>>精華 / 漆立平, 漆哈
拿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83-2-4 (上冊:平裝)
1.民數記 2.聖經研究 241.214
你可以靠近我一點了 : 瑪拉基書註
釋 / 吳獻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
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行,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舊約系列 ; 14) .- ISBN 978-986-6355-67-7 (平裝)
1.瑪拉基書 2.注釋 241.499
詩人與農夫 : 從文學與文化進路再
思 耶 穌 的 比 喻 / 貝 里 (Kenneth E.
Bailey)著 ; 鍾榮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0908 .-- 66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198-739-2 (平裝)
1.路加福音 2.比喻 241.68
得著真自由的使徒 : 認識保羅及其
信息 = The apostle who was free indeed:
Paul and his message / 曹力中作 .-- 臺
北市 :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10908 .-- 1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118-7-4 (精裝)
1.保羅書信 2.聖經研究 241.707
加拉太書註釋 / 馮蔭坤著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8 .-- 冊 .-ISBN 978-986-198-736-1 (全套:平裝)
1.加拉太書 2.注釋 241.73
新約修辭學與腓立比書 : 敵對者與
保羅的福音 = New Testament Rhetoric
and Philippians: a study of the Gospel of
Paul and his opponent / 邱啟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 :
華宣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聖經詮釋叢書 ; 6) .-- ISBN 978-9866131-57-8 (平裝)
1.腓立比書 2.聖經研究 3.修辭學
241.75
啟示錄七教會 : 地理背景與主題講
章 / 呂榮輝, 張百路作 .-- 高雄市 : 佳
興印刷局, 109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589-3-6 (平裝)
1.啟示錄 2.聖經研究 3.靈修 241.8
建構神學與台灣基督徒的對話 / 克
莉斯汀.赫梅爾(Christine Helmer)作 ;
張洵宜譯 .-- 臺南市 : 南神, 10907 .-208 面; 21 公分 .-- (神學講座系列) .-ISBN 978-986-98764-2-1 (平裝)
1.基督教 2.宗教改革 3.神學 242
神學與腦科學的交談 = Theology and
brain science in dialogue / 李麗娟著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
分 .-- (基督教學術叢書. 論著系列 ;
16) .-- ISBN 978-986-6131-58-5 (平裝)
1.神學 2.宗教哲學 3.宗教與科學
242
原牧 :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
12 期 = Bulletin of Aboriginal Theology
and Pastoral Work(Fu Jen University
Theologate,Taiwan). twelve issue / 詹嫦
慧主編 .-- 新北市 : 輔仁聖博敏神學
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85-0-5 (平裝)
1.神學 2.期刊 242.05
聖靈 : 體認聖靈,辨識聖靈 / 陳南州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
社,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基督
教 信 仰 叢 書 ; 5) .-- ISBN 978-9865637-86-6 (平裝)
1.聖靈 2.基督教 242.15

欲望的門訓 : 一切從「心」的習慣
開始 / 蘇明思(James K. A. Smith)著 ;
鍾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37-8 (平裝)
1.實際神學 2.崇拜 244.2
驢一般的代禱者 : 今日的以薩迦支
派 / 凌昌文(Philip Lyn)著 ; 吳琇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
傳播協會, 10908 .-- 8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9021-3-7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卸.裝 : 揭發文化中潛藏的性攻擊 / 吉
姆.安德森作 ; 邵孟貞, 毛彥嵐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台南市基督教活水基
督教會, 10909 .-- 3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300-0-0 ( 平 裝 )
NT$300
1.性倫理 2.基督徒 3.信仰 4.生活指
導 244.9

天賦的力量 : 新時代教父內維爾經
典收錄 / 內維爾.戈達爾作 ; 林資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Spirit ;
25) .-- ISBN 978-957-658-398-8 (平裝)
NT$480
1.靈修 2.神學 244.93
恐懼離開,愛就進來了 : 步向靈性親
密 的 四 種 分 辨 / 韋 沐 天 (Monty
Williams)作 ; 楊婉芬, 羅婉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337 (平裝) NT$420
1.天主教 2.祈禱 3.靈修 244.93
發 揮 極 致 影 響 力 / 歐 大 衛 (David
Oyedepo)著 ; 莊國祥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以琳, 10908 .-- 112 面; 19 公分 .- (教導叢書 ; ET093) .-- ISBN 978-9579209-58-8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阿台的传家宝 / 陈怀台著 .-- 初版 .-[臺北市] : 陳懷台,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阿台的傳家寶 .-ISBN 978-957-43-7897-5 (平裝)
1.天主教 2.基督徒 3.信仰 244.9

讀經新生活 : 30 天開啟讀經新眼光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907 .-- 232 面; 21 公分 .-- (造就叢
書) .-- ISBN 978-986-277-302-4 (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阿台的傳家寶 / 陳懷台著 .-- 初版 .-臺北市 : 陳懷台,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6-8 (平裝)
NT$200
1.天主教 2.基督徒 3.信仰 244.9

非凡的女性輔導員手冊 / 蘇珊.赫克
曼(Susan Heckmann), 蓋爾.波特(Gail
Porter) 執 行 主 編 ; 迪 安 . 費 爾 德 曼
(Diann Feldmann)共同作者 .-- 1st ed.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07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50-8-8 (平裝)
1.基督徒 2.女性 3.生活指導 244.99

做夠好的媽媽就好 : 放下完美與愧
疚,活出更好的自己 / 柯琳.達耕
(Colleen Duggan)著 ; 林美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關懷 ; J0027) .-ISBN 978-986-6036-63-7 ( 平 裝 )
NT$300
1.基督徒 2.母親 3.親職教育 244.9
啟動幸福人生的密碼 : 阿爸父為你
設計的精品人生 / 王兆鴻著 .-- 新北
市 : 集夢坊,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1-7 ( 平 裝 )
NT$350
1.基督徒 2.自我實現 244.9
樂於委身 : 走進職場神學的世界 / 白
崇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38-5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職場 4.生活指導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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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長大成熟 / 柯達文(David
Clotfelter)作 ; 沈金標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909 .-- 1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8-056-1 (平
裝) NT$280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2
孩子湧進教會 : 從 100 人到 1600 人
夢之教會主日學的復興奇蹟 / 任萬
鎬作 ; 徐以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08 .-- 2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50-518-9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
幸福大學. A = Leader school. II / 楊錫
儒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
化, 10907 .-- 88 面; 22 公分 .-- (幸福門
訓 系 統 ) .-- ISBN 978-986-98851-2-6
(下冊:平裝) NT$120
1.基督教教育 2.基督徒 247.71

幸福大學. B = Leader school. II / 楊錫
儒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
化, 10907 .-- 120 面; 22 公分 .-- (幸福
門訓系統) .-- ISBN 978-986-98851-3-3
(下冊:平裝) NT$150
1.基督教教育 2.基督徒 247.71

祖師四十八訓 / 王覺一著 .-- 初版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 10908 .-80 面; 21 公分 .-- (一貫道典籍叢書 ;
5) .-- ISBN 978-986-5768-82-9 (平裝)
NT$60
1.一貫道 271.6

感應三千 : 我愛彌勒佛 / 郭進雄編
著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
化,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光慧
故事叢書 ; 14) .-- ISBN 978-986-576883-6 (平裝) NT$110
1.民間信仰 2.通俗作品 272.79

*泰雅爾族教會宣教史(1946-2020) =
Rapal Innwahan Nqu Ptke Ke Na Utux
Kayal Kyokay Na Tayal / 以紹.芝佑主
編 .-- 初版 .-- 苗栗縣大湖鄉 : 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 10907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06-04 (精裝) NT$300
1.傳教史 2.教會 3.泰雅族 248.33

扶鸞文化與民眾宗教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 Flying Phoenix / 范純武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7 .-- 600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
列 ; 86) .-- ISBN 978-986-7127-82-2 (平
裝) NT$650
1.民間信仰 2.文化研究 3.扶乩 4.文
集 271.907

煩惱來襲時 / 冉吉特·馬哈拉吉著 ; 鍾
七條, 智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妙
高峰上文化, 10909 .-- 1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469-1-5 (平裝)
NT$150
1.靈修 2.印度教 274

我的生命是個奇蹟 : 露德聖母朝聖
地第 70 個奇蹟 / 伯爾納德.莫里奧
(Bernadette Moriau)著 ; 蔡思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聞道, 10908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9-5-2 (平
裝) NT$380
1.莫里奧(Moriau, Bernadette) 2.天主
教傳記 249.942

臺南府城巡禮會香 : 南鯤鯓代天府
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之出
巡. 2014 / 許献平著 .-- 臺南市 : 南鯤
鯓代天府, 10907 .-- 4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29-0-2 ( 精 裝 )
NT$1000
1.民間信仰 2.民俗活動 3.臺南市
272.28

耕耘上主心田的和為貴神父 : 你不
知道的修道人 : 耶穌會士在臺灣 / 和
為貴(Alfonso Arcay SJ)口述 ; 林守玫
等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耕莘文教
基金會,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耶穌會套書 ; 11) .-- ISBN 978-98687816-7-2 (平裝) NT$320
1.和為貴(Arcay SJ, Alfonso) 2.天主教
傳記 249.9461

嘉義諸羅巡禮會香 : 南鯤鯓代天府
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之出
巡 / 周宗楊著 .-- 臺南市 : 南鯤鯓代
天府, 10907 .-- 3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29-1-9 (精裝) NT$1000
1.民間信仰 2.臺南市 3.嘉義市
272.28

論尼布爾 : 一項神學研究 / 蘭登.吉爾
基(Langdon Gilkey)著 ; 黃路蘋譯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09 .-- 352 面; 22 公
分 .-- (基督宗教思想叢書 ; 2) .-- ISBN
978-986-6131-59-2 (平裝)
1.尼布爾(Niebuhr, Reinhold, 18921971) 2.基督教 3.神學 4.學術思想
249.952

伊斯蘭教
遮蔽的伊斯蘭 /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著 ; 閻紀宇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60-9 (平裝) NT$320
1.伊斯蘭教 2.大眾傳播 250

高雄市大港埔鼓壽宮誌 / 編企組編
撰 .-- 高雄市 : 高雄市鼓壽宮, 109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55-0-0 (精裝)
1.媽祖 2.寺廟 3.民間信仰 4.高雄市
272.71
遇見慈悲 : 媽祖慈善與慈悲關懷社
區 = Taipei Tianhou temple international
compassionate community / 劉嘉仁, 林
欣儀編著 .-- 臺北市 : 臺北天后宮管
委會,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193-3-8 (精裝)
1.媽祖 2.寺廟 3.民間信仰 4.社區服
務 272.71
<<大觀在上 保愛生民>>觀興學術論
文集 / 侯明福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10909 .-260 面 ;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4-0-4 (精裝)
1.保生大帝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7207

其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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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數；迷信
鐵板神算 / 賴棟爐(乾聲)作 .-- 臺中
市 : 白頭翁命理中心, 10908 .-- 6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26-6-1 (平
裝)
1.易占 292.1
人類圖自學聖經 : 線上學習系統
Everyone Training System 創辦人不藏
私教學,157 張圖表教你勇敢做自己!
/ 凱倫.柯瑞(Karen Curry)著 ; 朱詩迪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336 面; 23 公
分 .-- (野人家 ; 147) .-- ISBN 978-986384-451-8 (平裝)
1.占星術 2.自我實現 292.22
占星教科書 / 卡蘿爾.泰勒作 ; 亞瑟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7-7 (平裝) NT$550
1.占星術 292.22
占星媽媽手冊 / 韓良露著 .-- 初版 .-臺北市 : 南瓜國際, 10908 .-- 180 面;
21 公分 .-- (Handbook ; 1) .-- ISBN 978986-99379-0-0 (平裝) NT$280
1.占星術 2.家庭關係 3.親子關係
292.22
星座美少女. 1, 神奇的黑珍珠髮夾 /
賴善美作 ; 黃龍創意漫畫製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公主成
長 學 園 ) .-- ISBN 978-986-301-962-6
(平裝)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靈魂占星 : 看南北交點如何影響你
的人生 / 珍.史匹勒(Jan Spiller)著 ; 吳
四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0908 .-- 728 面; 21 公分 .-- (Ho ;

139) .-- ISBN 978-986-357-186-5 (平裝)
NT$900
1.占星術 292.22
改運之書 格局 / 大耕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2951 (平裝) NT$42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論三國 / 劉杰靂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
合發行, 10908 .-- 480 面; 21 公分 .-(紫微講座系列 ; 1) .-- ISBN 978-9865514-33-4 (精裝) NT$50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學堂. 星曜、四化篇 / 傳通居士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現 代 美 ,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737-9-9 (平裝) NT$500
1.紫微斗數 293.11
八字學 : 生命律動 / 李志誠(孟樵)
著 .-- 臺中市 : 克一圖書, 109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605-20 (平裝) NT$3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驅魔師入門 : 最強驅魔法典 / 大川隆
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0-6 (精裝) NT$360
1.通靈術 2.靈界 296
*天堂漫遊 : 跟著靈媒大師瑪麗蓮漫
遊天堂 / 瑪麗蓮.拉斐爾著 ; 江麗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8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87-5 (平裝) NT$380
1.通靈術 2.靈界 296.1
明公啟示錄 : 隱修門談驅魔與靈界
真相 / 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7 .-- 4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90-8 ( 平 裝 )
NT$500
1.通靈術 2.靈修 296.1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漫畫科普冷知識王 : 世界其實很有
事,生活才會那麼有意思! / 鋤見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2-2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詩與科學 : 給孩子們:一位諾貝爾獎
得主寫給年輕人的 35 則科哲絮語 /
湯川秀樹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20-6 (平裝) NT$320
1.科學哲學 301.1
我是科學小英雄 : 做了就懂的
STEAM 生活 科 學小 遊戲 / Jeong-a
Kweon 等原著 ; 陳慧瑜譯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2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6-2 (平
裝)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最有梗的桂冠 : 搞笑諾貝爾獎 / 馬克.
亞伯拉罕斯(Marc Abrahams)著 ; 林東
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13-4-9 (平裝)
NT$42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
阿德老師的科學教室. 5, 創意大挑戰
/ 廖進德作 ; 樊千睿繪圖 .-- 初版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8 .-- 136 面;
26 公分 .-- (孩子的第一本科學素養
漫畫) .-- ISBN 978-986-161-625-4 (平
裝) NT$320
1.科學 2.漫畫 307.9
哆啦 A 夢科學大冒險. 2 : 穿梭恐龍
異時代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不二
赤正人漫畫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42-8 (平裝)
NT$240
1.科學 2.漫畫 307.9
啊!原來如此 : 性別與身體 / 淺井春
夫等著 ; 勝部真規子繪 ; 劉好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69 (平裝) NT$300
1.科學 2.人體學 3.通俗作品 307.9
超時空藍洞 / 黃嘉俊, 格子幫作 ; 黃
嘉俊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 (X
科 幻 冒 險 隊 ) .-- ISBN 978-986-301963-3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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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柯南新聞直播室 / 青山剛昌原
作 ; 黃薇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8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03-9 (第 2 冊:平
裝)
1.科學 2.漫畫 308.9
宋朝 被誤解的科技強國 / 曲相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8-01-8 (平裝) NT$320
1.科學家 2.傳記 3.宋代 309.9

數學
用數學玩創客 : 電話按鍵竊聽器/雷
射密碼傳訊機 /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8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3-0 (平
裝) NT$199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培養資優孩子的數學練習本 / 熊斌,
馮志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冊 .-- ISBN 978-957-08-5584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85-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86-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87-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88-3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57-08-5589-0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08-5590-6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957-08-5591-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92-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57-085593-7 (全套:平裝)
1.數學 310
數學的世界 : 從快樂學習中增強數
學實力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筑
因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9 .-- 176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系列 ; 17) .-- ISBN 978-986-461-2246 (平裝) NT$42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數學原本 : 線性方程 / 郭上鞅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郭上鞅, 10907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47 (精裝) NT$700
1.數學教育 310.3
普通微積分 : 科學的基本工具與語
言 / 周鑑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
峽前鋒文化, 10909 .-- 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6717-5-0 ( 平 裝 )
NT$400
1.微積分 314.1
演算法觀點的圖論 / 張鎮華, 蔡牧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7 .-- 4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406-1 (平裝)
NT$510
1.演算法 2.圖論 318.1

電腦資訊科學
計概超人 60 天特攻本 / 夢想家資訊
工場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8 .-- 3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5-5 (平裝)
1.電腦 312
計 算 機 概 論 / J. Glenn Brookshear,
Dennis Brylow 原著 ; 林信男譯 .-- 十
三版 .-- 新北市 : 鼎隆圖書, 10907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69635-9 (平裝)
1.電腦 312
猜心競賽 : 從實作了解推薦系統演
算法 / 黃美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8-8 ( 平 裝 )
NT$780
1.電腦 2.人工智慧 3.演算法 312
資訊科技概論 : 數位時代新趨勢 =
Computer science / 周文光等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普 林 斯 頓 國 際 ,
10908 .-- 4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2-8 (平裝)
1.電腦 2.資訊科技 312
資訊概論 : 邁向未來 / 柳林緯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8 .-- 4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4-2 (平裝)
1.電腦 2.資訊科學 312
數位科技應用 /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
資訊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8 .-- 2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39-1 (下冊:平裝)
1.數位科技 312
下世代超前佈署 : 用 Zabbix 全面監
管巨量伺服器 / 吳兆松著 .-- 初版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7-1 (平
裝) NT$880
1.網際網路 2.網路伺服器 312.1653

Phaser 聯盟三 : 開局之戰 / 曾俊雄等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907 .-1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3108-8 (平裝)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
計 312.1695
WordPress+Azure 輕鬆架站 : 入門範
例解說與實用外掛精選 / 蕭國倫等
編著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9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6-4 (平裝) NT$780
1.部落格 2.網際網路 312.1695
網頁設計與 JavaScript 範例教材 / 洪
國勝, 蔡懷文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泉勝出版, 10907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59-8-6 ( 平 裝 )
NT$420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
計 312.1695
不打結的邏輯思考! : 從運算思維到
程式設計 So Easy / 張隆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2-3 (平
裝) NT$420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0-9 (平
裝) NT$5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交易應用與實作 : 從零開
始!自動化投資實戰指南 / 酆士昌, 劉
承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0-6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證券投資
312.32P97
Python 資料可視化之美 : 極專業圖表
製作高手書 / 張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 10909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1-45-7 (平裝)
NT$7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新手村逃脫!初心者的 Python 機器學
習攻略 / 郭耀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986-434-507-6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機器學習
3.資料探勘 312.32P97

語意軟體設計 : 現代架構師的新理
論與實務指南 / Eben Hewitt 原著 ; 張
耀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3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3-9 (平裝)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輕鬆學習人工智慧應用 : 使用 Python
和 iPOE A6 AI 影像無人車 / 連宏城
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8-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微電腦 3.
電腦程式設計 312.32P97

Visual C# 2019 全面攻略 : 從程式新
人到開發設計的快速學習 / 資訊種
子研究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9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05-2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解
析 / 黃耀民, 陳智揚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7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33-9 (平
裝)
1.電腦軟體 312.49

Visual C#網路程式設計 : 線上遊戲實
作 / 李美億, 張逸中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04-5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 /
林岑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 109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35-3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Python 非同步設計 : 使用 Asyncio /
Caleb Hattingh 原著 ; 林信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15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Access 2019 資料庫系統概論與實務 :
適用 2019/2016 / 王仲麒著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0-1 (平
裝)
1.ACCESS(電腦程式) 2.關聯式資料
庫 3.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49A42

Python 初學育成班 : 給初心者的程式
入門及資料科學指南,於 AI 時代打造
斜槓人生 / 施威銘研究室作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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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Power Pivot : 免 VBA,也能讓
Excel 自動統計、分析資料 / 鷹尾祥

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4-9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2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46-3 (平
裝附光碟片) NT$6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Sub 副程序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
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王鴻浩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3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9-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照明與接地計算 : Excel VBA 在電氣
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 臺北市 : 詹氏
總經銷, 10909 .-- 17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57-43-7848-7 (平裝附光碟
片) NT$5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分電盤負載表 : Excel VBA 在電氣工
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臺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
總經銷, 10909 .-- 232 面; 25 公分 .-ISBN 978-957-43-7845-6 (平裝附光碟
片) NT$5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電纜方塊圖與電纜容積率進階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2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42-5 (平
裝附光碟片) NT$5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分電盤結線三線圖繪製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30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47-0 (平裝附
光碟片) NT$6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電纜容積率查詢與進階應用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
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2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41-8 (平
裝附光碟片) NT$6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分電盤單線圖結線三線圖繪製與照
明接地計算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
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
經銷, 10908 .-- 56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6-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電纜路徑表單操作 : Excel VBA 在電
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 臺北市 : 詹氏
總經銷, 10909 .-- 244 面; 25 公分 .-ISBN 978-957-43-7843-2 (平裝附光碟
片) NT$6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以 Sub 執行 Function 與表單操作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2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40-1 (平裝附光碟片) NT$5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以 Sub 執行 Function 與電纜容積率查
詢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
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
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8 .-- 5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6108-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馬達變壓器與保護協調曲線繪製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

1.MATLAB(電腦程式)

312.49M384

外語文書處理實務. 下 / 施威銘, 吳文
立,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236-0 (平
裝)
1.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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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59-5 (平裝)
1.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從 Hooks 開始,讓你的網頁 React 起來
/ 陳柏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986-434-508-3 (平裝)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假精確時代 : 別被大數據騙,統計也
會說謊 / 李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22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01-5 (平裝)
NT$299
1.大數據 2.數字 3.應用統計學
312.74
PHP 動態網站系統開發與 Laravel 框
架應用 / 歐瑭軒等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 109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509-0 (平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網路資料庫
3.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754

電纜路徑表單操作連接 Link 與自動
排程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
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 5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5-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8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物聯網生存指南 : 5G 世界的安全守
則 / 布魯斯.施耐爾(Bruce Schneider)
著 ; 但漢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數
位新世界 ; 14) .-- ISBN 978-986-262436-4 (平裝) NT$590
1.物聯網 2.網路安全 3.資訊安全
312.76

電纜線徑計算與路徑排程整合進階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9 .-22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44-9 (平裝附光碟片) NT$11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Adobe Animate 互動遊戲設計. 動畫製
作篇 / 蔡賢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7 .-- 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255-1 (平裝) NT$180
1.電腦動畫設計 2.網頁設計 312.8

MATLAB 程式設計. 基礎篇 / 鄭錦聰
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3-5 (平裝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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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數位多媒體學院影像編修與
影片剪輯學程 / 蔡賢亮作 .-- 初版 .-新北市 : 高立, 10907 .-- 6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378-256-8 (平裝)
NT$18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數位攝
影 312.8
Premiere CC 影音視訊武功秘笈 / 數
位內容工作室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
書, 10908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4-6 (平裝)
1.多媒體 2.數位影音處理 3.數位影
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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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 272 面; 30 公
分 .-- 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ISBN 978-986-385-234-6 (下冊:平裝)
1.多媒體 312.8
創客木工 -聲光互動彈珠台 : 使用
Scratch 2.0 程式設計 / 廖宏德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2-3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創客木工結合 3D 建模與雷雕 : 聲光
互動投籃機 : 使用 Scratch 3.0 程式設
計 / 廖宏德, 張芳瑜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6-2 (平
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AI 之書 : 圖解人工智慧發展史 / 柯利
弗德.皮寇弗(Clifford A. Pickover)著 ;
林柏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人文
科學系列 ; 73) .-- ISBN 978-957-138297-5 (平裝) NT$580
1.人工智慧 2.技術發展 3.歷史
312.83
人工智能 : 看圖解成為 AI 高手 / 新
井紀子審定 ; 林巍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2-3 ( 平 裝 )
NT$330
1.人工智慧 2.通俗作品 312.83
人工智慧導論 / 謝邦昌, 蘇志雄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8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091-6 (平裝) NT$380
1.人工智慧 312.83
從 AI 到 AI+ : 從科技、基礎建設、
消費零售、製造、金融、醫療、農
業到運動,臺灣產業掀起的數位轉型
浪潮中,你必須知道的新 AI+生態系 /
東海大學產業智慧轉型中心作者群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72 面; 23 公
分 .-- (認真職場 ; 8) .-- ISBN 978-98698588-6-1 (平裝) NT$460
1.人工智慧 2.數位科技 3.產業發展
4.臺灣 312.83
矽谷資深演算法大師 : 帶你學深度
學習推薦系統 / 王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4-0 (平裝)
NT$780
1.演算法 2.機器學習 3.網路資源 4.
電子資料處理 312.831

1.萬年曆

327.48

愛上雲的技術 : 了解雲和天空的 25
個秘密,成為賞雲高手 / 荒木健太郎
著 ; 吳怡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有
方文化, 10908 .-- 296 面; 23 公分 .-(有方之美 ; 6) .-- ISBN 978-986-979216-5 (平裝) NT$450
1.雲 328.62
給國內法院的氣候變遷指引 / 謝英
士等作 .-- 臺北市 : 臺灣國際法學會,
10907 .-- 1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291-7-7 (平裝)
1.氣候變遷 2.法律 328.8

圖解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技術與
原理 / 株式会社アイデミー, 山口達
輝, 松田洋之原著 ; 衛宮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85 (平裝)
1.機器學習 312.831

環境未來 / 陳建甫, 李柏青, 紀舜傑編
著 .-- 新北市 : 淡大未來研所, 10907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36-58-0 (平裝)
1.全球氣候變遷 2.環境社會學
328.8018

應用機器學習 : R 軟體實務演練 / 楊
志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88-6-8 (平裝) NT$480
1.機器學習 2.統計套裝軟體
312.831

物理

Painter 武功祕笈 / 周森森作 .-- 新北
市 : 易習圖書, 10907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80-112-2 (平裝)
1.Painter(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866

天文學
星體的起源及演變 / 林至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林至誠, 109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06 (平裝) NT$1200
1.天文學 2.宇宙 3.星體 320
外星研究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 5000
年來古今可信的幽浮事件全紀錄 /
呂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908 .-- 200 面; 23 公分 .-- (外星文明
系列 ; 1) .-- ISBN 978-986-99109-1-0
(平裝)
1.外星人 2.不明飛行體 3.奇聞異象
326.96
萬年曆 / 李志誠(孟樵)著 .-- 臺中市 :
克一圖書, 10907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605-3-7 ( 平 裝 )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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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物理課 : 40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物理 / 胡妙芬作 ;
陳彥伶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503-650-8 (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503-651-5 (下冊:平裝)
1.物理學 2.通俗作品 330
警專物理 : 滿分這樣讀 / 曾禹童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7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3-3 (平裝)
1.物理學 330
沙灘上的薛丁格,生活中的量子力學
/ 查爾斯.安托萬(Charles ANTONE)著 ;
林承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 10909 .-- 224 面 ; 21 公 分 .-(Thales) .-- ISBN 978-957-05-3280-7 (平
裝) NT$380
1.量子力學 331.3
圖解量子電腦入門 / 宇津木健著 ; 莊
永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184 面 ; 21 公 分 .-- ( 科 普 漫 遊 ;
FQ1065) .-- ISBN 978-986-235-860-3
(平裝) NT$399
1.量子力學 2.電腦程式設計 331.3
邊界元素法精確上手 / 李兆芳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7 .-- 1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1-8 (平裝) NT$340
1.力學 2.數值分析 332

10907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8-4 (精裝) NT$480
1.地球科學 2.通俗作品 350

基本電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 陸冠奇
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4-0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 108 年度 =
Marketing survey report of sand and
gravel. 2019 /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管理
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礦
務局, 10907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2-0 (平裝) NT$360
1.砂石 2.調查統計 355.6

化學
化學 /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907 .-- 4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599-955-1 (平裝)
NT$690
1.化學 340
化學有多重要,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
/ 陳瑋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7-894-2 ( 平 裝 )
NT$380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新時代的氧化還原量子水 = Redox
quanum water / 高智民, 江晃榮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台 灣 宏 品 生 技 ,
10908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9-0-9 (平裝)
1.水 2.分析化學 345.112
有機化學 / 曹文正, 黃秉炘, 呂卦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907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6-8 (平裝) NT$500
1.有機化學 346
精油之化學基礎與實務應用 = The
chem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s of
essential oils / 易光輝, 王曉芬, 李依倩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08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568-2 (平裝) NT$350
1.香精油 2.化學 3.芳香療法 346.71

地質學
小小科學人 : 100 地球大發現 / 傑羅
姆.馬丁(Jerome Martin)等文 ; 費德理
柯.馬里尼亞(Federico Mariani), 帕爾
可.波羅(Parko Polo), 戴爾.埃德溫.莫
瑞(Dale Edwin Murray)圖 ; 王季蘭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寶石的微觀世界 / 喻雲峰, 陳索翌, 沈
湄合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創國際
行銷, 109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70-3-7 (平裝)
1.寶石 2.寶石鑑定 357.8

生物學
生物統計學 : 使用 Excel 與 SPSS / 郭
寶錚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
國際, 10908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6-6 (平裝)
1.生物統計學 360.13
死亡是什麼 : 從生物學看生命的極
限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許懷文翻
譯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
10908 .-- 160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系列 ; 16) .-- ISBN 978-986-461-2239 (平裝) NT$380
1.生命科學 2.人體生理學 3.老化 4.
死亡 361
漫步生態秘徑 : 探索生物多樣性的
奧妙 / 趙淑妙等著 ; 邱志郁主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中 研 院 生 多 中 心 ,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47-8 (平裝)
1.生態學 2.生物多樣性 367
再生醫學的革命與趨勢 : 從全球到
台灣 / 林世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醫學家政類) .-- ISBN 978986-82651-5-8 (平裝) NT$700
1.生物技術 2.技術發展 368
病毒完全圖鑑 : 你必須知道的 101 種
病毒的構造、流行史與驚人多樣性 /
瑪麗蓮.盧辛克(Marilyn J Roossinck)
作 ; 鍾慧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08 .-- 25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8722-96-5 (精裝)
NT$880
1.病毒 2.病毒學 3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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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還沒有死掉? : 史上最有
趣的免疫系統科學漫談(原來,你能活
著還 真是奇蹟 !) / 伊丹. 班-巴拉克
(Idan Ben-Barak)著 ; 傅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44-804-4 (平裝)
NT$299
1.免疫學 2.通俗作品 369.85

植物學
鄒的植物書 = Plant book of TSOU / 種
子設計文字.插畫 .-- 嘉義市 : 農委會
林務局嘉管處, 10908 .-- 2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17-9 (平裝)
NT$380
1.植物 2.鄒族 3.臺灣 375.233
澳花部落植物圖鑑 / 李碧鳳等植物
撰文 ; 鄭錫奇總編輯 .-- 臺北市 : 農
委會林務局 ; 南投縣集集鎮 : 農委會
特有生物中心, 10907 .-- 15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15-5 (平裝)
NT$200
1.植物 2.泰雅族 3.臺灣 375.233
家有青草藥超養生 / 翁義成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1-4 (平
裝) NT$450
1.藥用植物 2.青草藥 3.臺灣 376.15

動物學
動物大集合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宇有福漫畫 .-- 四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9 .-- 1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8-342-0 ( 精 裝 )
NT$38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超熱血!動物瘋奧運 = Animal sports
championship / 新宅廣二著 ; イケガメ
シノ, イシダコウ繪 ; 蔣詩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54 (平裝) NT$38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動物大小事 / 瑪雅.沙夫斯壯(Maja
Säfström)作 ;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1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59-829-9 (精裝) NT$300
1.動物行為 2.通俗作品 383.7
人類滅絕後 : 未來地球的假想動物
圖鑑 / Dougal Dixon 著 ; 黃品玟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1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5-0 (平裝)
1.動物圖鑑 2.演化論 3.通俗性讀物
385.9
海洋博物誌, 北台灣篇 : 飽覽海岸與
水下生態!7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物
辨識百科. 上冊, 無脊椎篇 / 李承錄,
趙健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6-9 (平裝)
1.無脊椎動物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6
*台灣昆蟲誌 : 膜翅目蚜小蜂科誌 /
施圓通, 柯俊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昆蟲系, 10908 .-- 67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23-0 (平裝)
NT$1000
1.昆蟲 2.膜翅目 3.動物圖鑑
387.781
海洋博物誌, 北台灣篇 : 飽覽海岸與
水下生態!7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物
辨識百科. 下冊, 魚類篇 / 李承錄, 趙
健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7-6 (平裝)
1.魚類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8.533
親子一起玩恐龍 / 群馬縣立自然史
博物館監修 ; 黃美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4-7 (平裝)
NT$320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88.794

人類學
解剖學 / Frederic H. Martini, Judi L.
Nath, Edwin F. Bartholomew 原著 ; 王
慈娟等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5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8-254-4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394
圖解 內臟單字大全 / 原島廣至, 河合
良訓作 ; 李依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173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7-630-7 (平裝)
NT$550
1.內臟 2.詞彙 3.英語 394
解剖生理學 / 鄧志娟等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8-0 (精裝)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 / 瑪莉.羅
曲(Mary Roach)著 ; 黃靜雅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352 面; 21x14.8 公分 .-- (科學天地 ;
175) .-- ISBN 978-986-479-805-6 (平裝)
NT$420
1.消化系統 2.胃腸疾病 3.通俗作品
398.5
生物化學 / 林冠語等合著 ; 張雯雯總
編輯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3-2 (平裝) NT$425
1.生物化學 399
膽固醇其實跟你想的不一樣! : 膽固
醇的功用超乎想像,想多活 20 年,你
一定要重新認識它 / 吉米.摩爾
(Jimmy Moore), 艾瑞克.魏斯特曼(Eric
C. Westman)著 ; 李明芝譯 .-- 二版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69) .-- ISBN
978-986-98938-8-6 (平裝) NT$360
1.膽固醇 2.健康法 399.4781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當代科技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2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0-0 (精裝)
1.科學技術 2.通俗作品 400
永續能源綠色桃園研討會論文集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sustainable
energy and green Taoyuan / 陳韜編 .-第一版 .-- 桃園市 : 桃市市港合一協
會, 10908 .--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06-2-4 (平裝) NT$1000
1.能源技術 2.綠色革命 3.永續發展
4.文集 40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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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科技創新與實務應用 / 鄭王駿
等合著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資管系,
10907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3-1 (平裝)
1.資訊科技 2.技術發展 3.學術研究
4.文集 403.07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 : 回溯歷史關
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 /
莉姿.歐榭(Lizzie O'Shea)著 ; 韓翔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人文) .-ISBN 978-957-05-3278-4 ( 平 裝 )
NT$480
1.科學技術 2.技術發展 3.歷史 409

醫藥
臺大醫院受試者保護手冊 =
Handbook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
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中心編撰 ; 江
伯倫總編輯 .-- 第 3 版 .-- 臺北市 : 臺
大醫院, 10907 .-- 5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452-27-8 (平裝)
1.醫學倫理學 2.人體實驗 410.1619
臨床推理 : 現代觀與教學運用 / 王程
遠等作 ; 楊義明主編 .-- 二版 .-- 臺北
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7-5-3 (精
裝)
1.醫學教育 2.臨床醫學 3.診斷學
410.3
跟著節氣養生 : 夏天做空氣浴,秋天
洗冷水澡......顛覆想像的四季養生!
零成本的自然保健法 / 許承翰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6435-5 (平裝) NT$390
1.養生 2.健康法 3.節氣 411.1
遠離慢性疲勞!消除疲累大百科 : 睡
眠、飲食、習慣、工作、壓力,讓你
整天不累的 70 個妙招 / 工藤孝文作 ;
李惠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出版 : 希代多媒體發行, 10909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4-2 (平裝)
1.健康法 2.疲勞 411.1
醫生自己都在做的事情,這裡一次教
給你 / 張適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89-4 ( 平 裝 )
NT$350

1.健康法 2.健康飲食

411.1

全圖解.正確學瑜伽 : 94 種標準瑜伽
姿 勢 完 全 解 析 ! / Watamoto YOGA
Studio RIE 監修 ; 亞緋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
文化發行,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SMART LIVING 養身健康觀 ; 92) .- ISBN 978-986-5665-84-5 ( 平 裝 )
NT$380
1.瑜伽 411.15
與 Kranti 一起伸展 / Yuan Cheng Liu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聚落書屋,
10907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073-4-9 (平裝) NT$180
1.瑜伽 411.15
魔法瑜伽 : 日本 NO.1 瑜伽 YouTuber
教你 10 分鐘重整自律神經 / B-life 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9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8-9 (平裝)
1.瑜伽 2.健康法 411.15
達克羅士.樂齡 = Rythmique senior / 謝
鴻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鴻鳴達克
羅士藝術, 10908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680-1-0 ( 平 裝 )
NT$380
1.音樂 2.長生法 3.健康法 4.老人
411.18
培養 IQ 不腦殘 : 遠離蠢事,從開發腦
力開始 / 楊忠, 崔旭, 林裕祥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2-6 (平裝) NT$260
1.健腦法 2.學習方法 411.19
極速記憶 : 改變學習方式,讓你突破
先天 IQ 限制的用腦法則 / 小田全宏
著 ;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1-9 (平裝)
1.健腦法 2.記憶 411.19
(圖解)就愛吃水果 : 挑選、保存、洗
切方略,享受台灣四季水果盛宴不求
人 / 童嘉圖.文 .-- 二版 .-- 臺北市 : 幸
福綠光,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528-90-0 ( 平 裝 )
NT$390
1.水果 2.營養 3.健康飲食 411.3
生命期營養 / 陳惠欣等合著 .-- 十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4-9 (平裝) NT$480

1.營養

411.3

1.姿勢 2.運動健康

411.75

老人營養學實務 / 張美鈴等作 ; 周慧
俐總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
化,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1-5 (平裝)
1.營養學 2.健康飲食 3.老人養護
411.3

二代戒菸治療教育課程基本教材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等著 .-- 第四
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7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9-460 (平裝) NT$400
1.戒菸 2.菸害防制 411.84

怎樣吃出健康 / 林琇琬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28 面;
19 公分 .-- (Healthy ; 26) .-- ISBN 978986-5526-80-1 (平裝) NT$150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快速瘦肚!間歇性斷食減醣全書 : 減
醣權威醫師實證,一週瘦 3 公斤,速減
內臟脂肪、擊退糖尿病! / 江部康二
著 ; 李惠芬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三采健康
館 ; 148) .-- ISBN 978-957-658-393-3
(平裝) NT$360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疾病,不一定靠「藥」醫 : 劉博仁醫
師的營養療法奇蹟 / 劉博仁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887 (平裝) NT$350
1.營養 2.食療 411.3
高齡營養學 / 李仁鳳等合著 ; 張雯雯
總編輯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9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5-6 (平裝) NT$400
1.營養學 2.健康飲食 3.老人養護
411.3
最高飲食法 / 牧田善二作 ; 陳亦苓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7-1 (平裝) NT$360
1.健康飲食 2.養生 411.3
藥膳同源全素食超越長壽維他命! /
董發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71-7 (平裝) NT$320
1.素食 2.養生 3.健康飲食 411.371
每天一匙薑黃抗百病 : 「百藥之王」
提升自癒力的神奇食物! / 謝瑞裕, 詹
博恩, 周承俊合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10-89-4 (平裝) NT$300
1.健康食品 2.薑黃素 3.食療
411.373
健身新手重訓攻略 / 荒川裕志著 ; 黃
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
列 ; 146) .-- ISBN 978-986-507-180-6
(平裝) NT$35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1 分鐘姿勢改善 / 岩井光龍作 ; 陳聖
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2-0 (平裝) NT$320
23

幸福瘦 : 不節食、不復胖,從心開始
的 23 堂療癒減重對話 / 馬文雅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8 .- 232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21) .-ISBN 978-986-98989-8-0 ( 平 裝 )
NT$360
1.減重 2.健康法 411.94
末日求生超圖解 : 災難來臨前,你可
以做的 40 個準備 / 凱西.海瑞森著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0908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07-3 (平裝) NT$450
1.求生術 2.手冊 411.96
公共衛生概論 / 劉明德等合著 .-- 六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9-4 (平裝) NT$450
1.公共衛生學 412
走過南嶼 : 離島社區健康營造 / 蔡明
惠, 陳宏斌, 李明儒著 .-- 初版 .-- 澎湖
縣馬公市 : 澎縣地方研究學會,
10907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8555-2-6 (平裝) NT$330
1.公共衛生 2.國民健康管理 3.社區
總體營造 4.澎湖縣 412.133/141
臺灣中醫藥之發展 =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aiwan / 黃怡超等編輯 .-- 第 4 版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08 .-- 142 面; 23
公分 .-- (衛生福利部叢書 ; 5)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5439-45-3 (精裝)
NT$300
1.中醫藥管理 2.中醫政策 3.臺灣
412.2
實用醫事法律 / 周國隆, 楊哲銘著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91 (平裝) NT$320
1.醫事法規 412.2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 吳秀玲, 蘇嘉宏
著 .-- 修訂十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6-1 (平裝)
1.醫事法規 412.21
世紀戰疫 高醫總動員 / 侯明鋒等著 ;
林秀美, 彭定軒, 蔡博宇攝影 ; 林秀美
總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醫大
中和紀念醫院, 10907 .-- 28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6814-4-5 (平裝)
NT$5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百年大疫 : COVID-19 疫情全紀錄 /
中央通訊社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8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87-355-6 (平裝)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報
導文學 412.471
抗 COVID-19 智慧傳承與躍升 / 中華
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9-2 (平裝) NT$8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睡眠呼吸中止症對職業駕駛安全衛
生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 Study for sleep
apnea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ffects in professional drivers / 潘致弘,
莊校奇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
勞研所, 10907 .-- 12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1-87-6 ( 平 裝 )
NT$300
1.職業衛生 2.勞工衛生 412.53
餐飲業通風型態分析與改善對策研
究 = A study on planning of ventilation
facilities for commercial kitchens in
Taiwan / 王順志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7 .-- 5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84-5 (平裝)
NT$200
1.職業衛生 2.環境衛生 412.53
*中醫藥文物撿寶集 / 羅國鶴作 .-- 第
一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羅國鶴中醫
診所, 10908 .-- 125 面; 30 公分 .-- 拋
磚版 .-- ISBN 978-986-99311-0-6 (平裝)
NT$1000

1.中醫藥文獻 2.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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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概論 / 李昭瑩, 邱泰惠, 黃世勳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文興印刷,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中醫藥教
材 ; 3) .-- ISBN 978-986-6784-39-2 (平
裝) NT$350
1.中醫 2.中藥 413
圖解中醫診斷學 / 李家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3-1 (平
裝) NT$300
1.中醫診斷學 413.2
王唯工科學脈診全書 / 王唯工, 王晉
中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672 面;
21 公分 .-- (商周養生館 ; 65) .-- 精裝
典藏書盒版 .-- ISBN 978-986-477-8812 (精裝) NT$990
1.中醫 2.養生 3.脈診 413.21
致中和 : 體質不一樣,養生大不同 / 楊
世敏, 謝佳珊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生 ; 193) .-- ISBN 978-98698989-6-6 (平裝) NT$380
1.中醫 2.養生 413.21
養好脾胃不生病 : 飲食、運動、穴
道,直接又簡單的健運脾胃養命法 /
王淼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
康 ; B483) .-- ISBN 978-986-5408-30-5
(平裝) NT$280
1.中醫 2.養生 413.21
幫身體除濕 / 蘇鳳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沐光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88-8-8 (平裝)
NT$330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21
*漢醫脈魂 / 宋和乾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菩提,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03-37-9 ( 平 裝 )
NT$350
1.脈診 2.中醫診斷學 413.2441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1-4 (平
裝) NT$150
1.氣功 2.養生 413.94
*超簡易養生食療要訣 / 蕭偉傑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元 氣 齋 ,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食療系
列 ; 118) .-- ISBN 978-986-98759-2-9
(平裝) NT$250
1.食療 2.養生 3.中醫 413.98
診療間裡的偽醫學 : 5 分鐘破解醫學
謊言,有效避開危害健康的隱形危機
/ 肯恩.D.貝里(Ken D. Berry)著 ; 謝明
珊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71) .-- ISBN 978-986-98938-6-2 (平裝)
NT$360
1.醫學 2.營養學 415
戰勝神經內分泌腫瘤 : 全方位的積
極治療,緩和醫療及心理照護 / 陳佳
宏, 呂敏吉, 蔡惠芳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博思智庫,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18-4-0 (平裝)
NT$350
1.腫瘤病理學 2.神經系統 3.內分泌
系統 415.138
到院前創傷救命術 / 黃詩鈞等譯 .-臺北市 : 力大圖書, 10907 .-- 10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7364-85-2 (平
裝)
1.急救 2.創傷 415.22
心電圖學必備 / Malcolm S. Thaler 原
著 ; 賀立婷譯 .-- 九版 .-- 新北市 : 合
記,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59-9 (平裝)
1.心電圖 415.3023
啟動心未來 :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60
週年 / 陳培英, 朱乙真, 謝其濬採訪撰
文 ; 吳彥雯總編輯 .-- 臺北市 : 心臟
學會, 10907 .-- 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28895-1-0 (平裝) NT$280
1.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415.3064

全身自我保健 : 從頭到腳經絡穴道
養生法 / 陳昭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化, 109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04-8-5 ( 平 裝 )
NT$199
1.經穴 2.經絡療法 3.養生 413.915

矯正代謝力 : 逆轉三高、糖尿病、
代謝症候群 / 蕭慎行作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18-3-3 (平
裝) NT$320
1.新陳代謝疾病 2.保健常識 3.減重
415.59

八段錦行功心法 / 王世温作 .-- 初
版 .-- 基隆市 : 王世温, 10907 .-- 64 面;

副甲狀腺新知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內分泌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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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泌學會, 10909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559-1-7 (平裝)
1.副甲狀腺 2.甲狀腺疾病 415.662
肌戒毒. 一, 附劇情案例 : 14 天不洗
臉的自癒聖經 .-- 初版 .-- 臺北市 : 極
緻皮膚專科診所, 10907 .-- 256 面; 12
公分 .-- ISBN 978-986-99358-0-7 (平裝)
NT$99
1.皮膚科 2.皮膚美容學 415.7
腎臟病可以靠運動治好! : 第一本專
為腎臟病患者打造的運動法,多人已
改善腎臟功能,防止病況惡化 / 上月
正博著 ; 蘇珽詡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樹林,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名醫健康書 ; 45) .-- ISBN 978-98699154-2-7 (平裝) NT$320
1.腎臟疾病 2.運動健康 415.81

謝謝你在我們心裡 / 蘇上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170 (平裝) NT$350
1.器官移植 2.通俗作品 416.17
二奶的攻防 : 妳問我答,戰勝乳癌 / 鄭
翠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0-5 ( 平 裝 )
NT$300
1.乳癌 2.問題集 416.2352
線 雕 = Miracle lifting : miracle line
makes youth online / 謝佳憲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 10908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364-869 (精裝)
1.整型外科 2.美容手術 416.48

男性雄風再造解密 / 許耕榕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 10908 .-- 184
面; 23 公分 .-- (實用生活 ; 55) .-- ISBN
978-986-98113-7-8 (平裝) NT$350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性功能障礙
3.男性 415.856

打造髖關節全角度活動力 / 高岡英
夫作 ; 龔亭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31-3 (平裝)
NT$380
1.骨盆 2.關節 3.健康法 416.617

禮物 : 與失智共舞的 3600 個日子 / 潘
秀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春行銷
創意,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848-2-4 (平裝) NT$35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醫護鐵人無傷完賽全攻略 : 知名路
跑、馬拉松、自行車、越野賽、長
泳、鐵人三項耐力型賽事運動防護
重點解析 / 陳彥良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908 .-- 220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1-2
(平裝) NT$320
1.運動傷害 2.運動醫學 416.69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 2019
=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19 /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
會作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10908 .-- 15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260-3-7 (平裝)
1.精神健康基金會 2.精神醫學
415.9506
精神潔癖 : 強迫症的身心靈整合療
法 / 許添盛口述 ; 范維昕執筆 .-- 初
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許添盛作品 ; 38) .-ISBN 978-986-99123-3-4 ( 平 裝 )
NT$360
1.強迫症 2.心身醫學 415.991
我睡不著的那一年 : 獻給無眠者的
自癒之書,與你一起擁抱那份無形的
不安 / 薩曼莎.哈維(Samantha Harvey)
著 ; 李伊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
壘文化, 10908 .-- 272 面; 19 公分 .-(Self-Heal ; 1) .-- ISBN 978-986-987418-2 (平裝) NT$380
1.失眠症 415.9983

45 個你該知道的眼睛保養小常識 /
蕭裕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
化, 10908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3-122-8 (平裝) NT$400
1.眼科 2.視力保健 416.7
基礎與臨床科學課程. 3, 臨床光學 /
Scott E. Brodie 等編著 ; 楊文卿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907 .- 3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519-58-8 (平裝) NT$1000
1.驗光 2.視力 416.767
兒童聽力學 : 診斷、技術與管理 /
Jane R. Madell 等作 ; 張秀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8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78 (平裝) NT$650
1.聽力學 416.812
名醫鄭丞傑的婦科聖經 : 子宮危機
解密 / 鄭丞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報系,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25

- ISBN 978-957-29853-5-9 ( 平 裝 )
NT$380
1.子宮疾病 2.婦女健康 417.281
為生產做準備 : 教師指南 / Debby
Amis, Jeanne Green 作 ; 王淑芳等譯 .- 花蓮縣吉安鄉 : 華人泌乳顧問協會,
10907 .-- 4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544-3-9 (平裝)
1.妊娠 2.分娩 417.34
兒童疾病物理治療學 / 孫世恒等合
著 ; 張雯雯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 8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77-0 (平裝)
NT$1000
1.小兒科 2.物理治療 417.5
抗癌不忘運動,逆轉勝可預期 / 凱莉.
特納(Kelly A. Turner), 特蕾西.懷特
(Tracy White)作 ; 孫旻暐譯 .-- 初版 .-臺北市 : 張老師, 10908 .-- 326 面; 23
公分 .-- (心靈拓展系列 ; D210) .-ISBN 978-957-693-946-4 ( 平 裝 )
NT$500
1.癌症 2.健康飲食 3.運動健康
417.8
核醫藥品學 / Gopal B. Saha 原著 ; 丁
慧枝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偉明,
10907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903-8-1 (精裝)
1.藥學 2.核子醫學 418
危害確認與劑量效應評估 : 健康風
險評估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黃泰霖,
何文照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
署環訓所, 10908 .-- 90 面; 30 公分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15-9 (平裝)
1.毒理學 2.空氣污染 3.健康風險評
量 4.教材 418.8
救命蔬菜湯 : 防疫抗癌不生病 / 髙橋
弘作 ; 林美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910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7-7-8 (平裝)
NT$280
1.食療 2.湯 3.蔬菜食譜 418.914
天天蔬果汁 提升免疫力 / 林孝義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547-2 (平裝)
1.食療 2.果菜汁 3.免疫力 4.健康飲
食 418.915
復健及物理醫學. 基礎篇 =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 賴金鑫, 畢

柳鶯, 王亭貴總編輯 .-- 二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908 .-- 7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8-360-5 (精裝)
1.復健醫學 418.92
復健及物理醫學. 臨床篇 =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 賴金鑫, 畢
柳鶯, 王亭貴總編輯 .-- 二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908 .-- 6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8-361-2 (精裝)
1.復健醫學 418.92
筋膜修復.放鬆徒手按摩全書 / 南西.
約翰斯(Nancy J Johns)著 ; 楊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145) .-- ISBN 978-986-507-185-1 (平裝)
NT$360
1.肌筋膜放鬆術 2.徒手治療
418.9314
解痠止痛,筋膜伸展解剖書 : 全體幹 7
大部位,32 項拉筋全伸展,有效鬆筋解
鬱,矯正骨骼位置,啟動體內自癒機能
/ 中田雄大(なぁさん)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80-1 (平裝) NT$290
1.肌筋膜放鬆術 2.運動健康
418.9314
行動輔具應用介面設計之研究 / 尚
祚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 10907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2-7 (精裝) NT$200
1.科技輔具 418.935
頌缽療癒入門 / 蘇仁.什睿撒作 ; 羅亞
琪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0-3 (平裝) NT$380
1.心靈療法 2.缽 418.98
中級經絡芳香理療實務操作手冊 /
胡仲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 10907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2-5 ( 平 裝 )
NT$280
1.芳香療法 2.經絡療法 3.香精油
418.995
水晶能量療癒指南 / 凱琳.弗雷澤作 ;
亞瑟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0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89-7 (平裝) NT$480
1.另類療法 2.水晶 3.能量 418.995
馬偕紀念醫院外科百年史 = 100 years
history of surgery at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 梁妃儀, 董光義, 劉滄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董光義, 劉滄柏,
10908 .-- 4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0-7 (平裝)
1.馬偕紀念醫院 2.外科 419.333

大雁文化發行, 10908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72-73-1 (平裝)
NT$480
1.照明 2.燈光設計 3.室內設計
422.2

觸動傷口的旅行 / 鄭文昌, 黃怡靜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168 面; 21 公分 .-- (Healthy ;
27) .-- ISBN 978-986-5526-76-4 (平裝)
NT$350
1.醫病關係 2.通俗作品 419.47

餐飲空間設計聖經 2.0 / 漂亮家居編
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08 面 ; 24 公 分 .-- (Idea
business ; 18) .-- ISBN 978-986-408-6221 (平裝) NT$599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餐廳
422.52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 盧美秀等編
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0-7 (平裝) NT$420
1.護理學 2.實證醫學 3.文集
419.607
教育部設計思考跨領域工作坊 : 無
距樂活健康照護創新應用苗圃計畫
= FJU Miao Pu design thinking
interdisciplinary series workshop: a
happy life without fear or distance
innovation in health ca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ao Pu Project / 林倩妏總
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908 .-- 267 面; 22 公分 .-- (輔仁大學
叢書 ; 144) .-- ISBN 978-957-8843-54-7
(平裝)
1.健康照護 2.健康醫療業 419.7
長照 2.0 政策實施初探 / 監察院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監 察 院 ,
10907 .-- 31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8-8 (平裝) NT$450
1.長期照護 2.健康照護體系 419.71
照顧概論與實務 : 照顧服務員實用
工作指南 / 林王美園作 .-- 三版 .-- 臺
北市 : 華杏, 10908 .-- 5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569-9 (平裝)
1.照護服務員 419.8
最新內外科臨床護理教戰手冊 / 林
家綾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0908 .-- 3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076-3-7 (平裝) NT$39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家政
厲害!別小看照明設計 : 商空、博物
館、展覽空間、辦公室、住宅,五大
場域照明關鍵超圖解全面剖析 / 郭
明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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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懶都能瘦!最強懶人瘦身法 : 每天 3
分鐘,開啟窈窕新人生 / ちぃ作 ; 陳凱
筠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6-373-7 (平裝)
1.塑身 2.減重 3.健身運動 425.2
居家鍛鍊懶懶瘦 : 第一本大人小孩
都輕鬆上手的簡易肌力運動大全 /
幫客教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0908 .-- 152 面; 23 公分 .-- (身
體 文 化 ; 153) .-- ISBN 978-957-138301-9 (平裝) NT$360
1.塑身 2.減重 3.健身運動 425.2
保養常識 9 成都是騙人的 : 終極 x 最
強肌膚保養法 / 落合博子著 ; 蔡麗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
分 .-- (醫藥新知 ; AMS0020) .-- ISBN
978-986-99313-2-8 (平裝) NT$350
1.皮膚美容學 425.3
完妝後就是美人 / 長井香織作 ; 林以
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0-2 (平裝) NT$360
1.化粧術 425.4
減齡 10 歲!大人系妝髮攻略 / 船津有
史作 ; 婁愛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Good life ; 37) .-- ISBN 978-986-990863-4 (平裝) NT$400
1.化粧術 2.髮型 425.4
一撕即卸 指繪 Q 萌 : 將想像力搬上
指尖,集合啦!卡漫角色開派對!30 組
主題 X93 種圖案自由配 / FUN 彩團
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 10909 .-- 84 面; 22X21 公分 .-ISBN 978-986-371-242-8 (平裝)
1.指甲 2.美容 425.6

小清新刺子繡圖案集 : 幾何.花草.紋
樣 x30 款手感小物 / BOUTIQUE-SHA
編著 ; 許倩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11-451-0 (平裝)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好吃不過家常菜 : 韓良憶的廚房手
帖 / 韓良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今
周刊,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生
活 ; 4) .-- ISBN 978-957-9054-68-3 (平
裝) NT$360
1.食譜 427.1

奇妙森林的不思議刺繡帖 / 倉見紗
代作 ; 周欣芃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
房出版 : 邦聯文化公司發行,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愛生活 ; 99) .-ISBN 978-986-5520-19-9 (平裝)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食憶的家傳菜譜 / 食憶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26 (平裝) NT$400
1.食譜 427.1

無繡框 OK!不織布の立體刺繡花朵
圖鑑 : 35 種技巧 x55 種花卉版型全
收錄 / Pieni Sieni 著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8 .-112 面; 26 公分 .-- (愛刺繡 ; 24) .-ISBN 978-986-302-551-1 ( 平 裝 )
NT$45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毛線娃娃百變穿搭術 : 頭飾、衣服、
外套、褲子、裙子、鞋子、配件更
換自如,髮型隨意變換,搭配出娃娃整
體造型 / Miya 作 ; 何思慧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教育之友文化, 10908 .- 96 面; 26 公分 .-- (手作夢想家 ; 31) .- ISBN 978-986-5783-87-7 ( 平 裝 )
NT$350
1.編織 2.洋娃娃 3.手工藝 426.4
Patchwork 拼布教室. 19 : 舒活對策!對
抗炎夏的清涼藍色系拼布特選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劉好
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8 .-- 112 面 ; 30 公 分 .-(PATCHWORK 拼 布 教 室 ; 19) .-ISBN 978-986-302-549-8 ( 平 裝 )
NT$3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雅緻の和風布花日常創作集 : 京都
流の美學手作 / 土田由紀子著 ; 彭小
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8 .-- 80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00) .-- ISBN 978-986-302-550-4 (平裝)
NT$300
1.花飾 2.手工藝 426.77
金屬線編 X 裸石包框設計 BOOK / 蔡
孟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3-123-5 (平裝) NT$52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氣炸鍋零失敗. 3 : 90 道溫控料理大
晉級 : 炸煎烤烘․低溫烹調&油封․
一鍋 2 菜輕鬆煮 / JJ5 色廚(張智櫻),
超馬先生(陳錫品), 宿舍廚神(陳依凡)
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2-2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媽媽牌家常菜 : 餐桌上的傳承,每個
人最想吃的家滋味 / 賴巧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08-0 ( 平 裝 )
NT$400
1.食譜 427.1
質男主廚腹能量 : 不藏私特調醬汁、
烹飪技巧全書,擊退壞心情的治癒料
理 / 張克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908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39-8 (平裝)
1.食譜 427.1
觸動味蕾 : 漫遊 12 國 40 道經典異國
料理 / 朱秋樺, 李穎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10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61-4 (平裝)
NT$300
1.食譜 427.1
巴黎麗思飯店的甜點時刻 / 方索瓦.
佩 赫(François Perret) 作 ; 林 惠敏 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
10909 .-- 200 面; 28 公分 .-- (Master) .- ISBN 978-986-98142-6-3 ( 精 裝 )
NT$1000
1.點心食譜 2.法國 427.16
李宜融 頂尖風味吐司麵包全書 / 李
宜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8 .-- 232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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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 3) .-- ISBN 978-986-99073-7-8
(平裝) NT$6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完美戚風蛋糕教科書 / 福田淳子作 ;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
房出版 : 邦聯文化公司發行,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5) .-ISBN 978-986-5520-18-2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原味烘焙 / 胡涓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1-4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游東運歐式麵包的究極工法全書 /
游東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
系列 ; 1) .-- ISBN 978-986-99073-6-1
(平裝) NT$6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微奢華豆沙裱花甜點 : 花型 X 配色 X
造型 X 盤飾一次到位! / 福本美樹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6-5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日本常備菜教主「日日速配。常備
菜調理包」103 道 / 松本有美作 ; 胡
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
文化, 10908 .-- 96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ISBN 978-986-6210-73-0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7
想吃。梅村月 : 三菜一飯台日式豐
盛便當 / 梅村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890-4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7
肉的料理科學(超圖解) : 1000 張分解
圖!大廚不外傳的雞豬牛羊 306 個部
位烹調密技,從選對肉到出好菜一本
搞定! / 朝日新聞出版著 ; 鄭睿芝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69-4 (平裝) NT$450
1.肉類食物 2.烹飪 3.食譜 427.2
*增肌減脂雞胸肉完全料理事典 : 大
口吃肉也能瘦!涼拌、煎炒、燒烤、
燉煮到製成肉排、丸子,獨享或帶便

當都難不倒的雞胸肉食譜 / 李良知

1.育兒 2.親職教育

(이양지)著 ; 曾子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7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0-4 (平裝)
NT$360
1.肉類食譜 2.雞 427.221

給想體驗究極性愛的妳 : 清水健親
授!56 條高潮實戰法則 / 清水健著 ;
呂沛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2-6 (平裝)
1.性知識 2.女性 429.1

紅棗 : 友善農耕與料理食譜 / 施佳宏,
李杰奎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 10907 .-- 7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2-671-8 ( 平 裝 )
NT$400
1.食譜 2.棗 427.3
純素起司 Vegan Cheese : 第一本 100%
植物性!零蛋奶、無麩質、不過敏、
高蛋白飲食者的純天然起司 / Mariko
著 ; Mok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廣廈, 109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67-0 (平裝) NT$360
1.素食食譜 427.31
吃出來的免疫力 : 水果甜蜜的外表
下,隱藏著仙丹還是毒藥? / 許承翰,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7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07-2 (平裝)
NT$299
1.食譜 2.水果 427.32
免疫力 UP!鹽漬檸檬萬能調味料活
用食譜強勢回歸 : 加速新陳代謝 X
抑制血糖上升 X 排毒美肌等 15 大功
效 80 道好菜打造不易生病的體質 /
坂口 MOTOKO 著 ; 許郁文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8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8-0693 (平裝)
1.食譜 2.食物鹽漬 427.75
寶貝斷乳營養副食品 70 選 / 健康生
活編輯部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908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37-4 (平裝)
1.育兒 2.小兒營養 3.食譜 428.3
男孩媽媽的情緒引導課 / High 媽。
心理師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
版,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09-9-3 (平裝) NT$349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親子關係
428.8
高敏感孩子 : 細心愛,孩子更自在 / 太
田知子作 ; 楊玓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41-1 (平
裝)

428.8

為生產做準備 : 家庭之路 / Debby
Amis, Jeanne Green 作 ; 王淑芳等譯 .- 花蓮縣吉安鄉 : 華人泌乳顧問協會,
109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544-2-2 (平裝)
1.懷孕 2.分娩 429.12
權威醫療團隊寫給妳的全方位坐月
子與新生兒照護全書 : 史上第一本!
專科醫師教妳從產後調養身體、正
確飲食、緩解憂鬱到寶寶照顧全攻
略 / 林坤沂等作 .-- 新北市 : 臺灣廣
廈,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新手
媽咪特訓班 ; 25) .-- ISBN 978-986130-468-7 (平裝)
1.婦女健康 2.產後照護 3.食譜 4.育
兒 429.13

農業
農業法規彙編. 109 年版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法規會編輯 .-- 臺北市 : 農
委會, 10907 .-- 29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49-13-1 ( 精 裝 )
NT$695
1.農業法規 430.2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 / 謝清祥等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8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0-3 (平裝) NT$400
1.農業資源 430.8
中國農村的副業、市場與共產革命.
1900-1965 / 陳耀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研院近史所, 10909 .-- 818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專刊 ; 105) .-- ISBN 978-986-543246-1 (精裝) NT$700
1.農業經濟 2.農村 3.近代史 4.中國
431.092
1949 年後中國農業經營制度變遷 /
胡小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 10907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57-1
(平裝) NT$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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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政策 2.農業經營 3.中國
431.1
農業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企業案
例專輯. 109 年度 / 陳潁慧總編輯 .-臺南市 : 農委會畜試所, 10908 .-- 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186 (平裝)
1.農業經營 2.個案研究 3.臺灣
431.2
織起綠網的另一半 : 農友太太側寫 /
黃懷瑩等著 .-- 第一版 .-- 花蓮縣吉安
鄉 : 農委會花蓮農改場, 10908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23 (平裝) NT$80
1.農民 2.農業經營 3.人物志 431.4
水利十年.創新變革 : 臺灣桃園農田
水利會(2010-2020) / 周禮群, 林煒舒
撰稿 .-- 第一版 .-- 桃園市 : 桃園農田
水利會, 10908 .-- 3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9-19-3 (精裝)
1.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 431.53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彙編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編 .-- 第 9 版 .-南投市 : 農委會水保局, 10908 .-- 4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16 (精裝) NT$250
1.水土保持 2.法規 434.273023
植 物 品 種 權 年 鑑 . 108 年 = The
yearbook for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in 2019 / 安志豪, 劉明宗, 鍾
文全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農委
會種苗場 ; [南投市] : 農委會農糧署 ;
[臺中市] : 中華種苗學會, 10908 .-189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49-16-2 (平裝) NT$500
1.植物育種 2.品種 3.植物圖鑑
434.287058
台灣花壇植物介紹 / 陳坤燦作.攝
影 .-- 臺北市 :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瑠公農田水利會, 10907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062-9-6 (第 1
冊:平裝) NT$100
1.園藝學 2.植物圖鑑 3.臺灣 435.1
室內綠設計生態缸 : 從栽培、造景
到飼養動物一本搞定! / 小森智之監
修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1-452-7 (平裝)
1.觀賞植物 2.寵物飼養 3.栽培
435.49

和園悅色 : 日式經典庭園賞析 / 呂嘉
和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景觀
公會 ; 新北市 : 新北市園藝花卉商業
同業公會 ; 桃園市 : 桃園市景觀工程
商業同業公會, 10907 .-- 11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0724-2-7 (平裝)
NT$380
1.庭園設計 2.造園設計 435.72
三代獸醫院史 / 王谷瑋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1-9 (平
裝) NT$380
1.獸醫學 2.通俗作品 437.2
全圖解貓咪居家生活大揭密 : 寵物
行為訓練師寫給貓家庭的問題行為
指南 / 單熙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886-7 (平裝) NT$380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64
親手做健康貓飯 : 針對疾病、症狀
與目的之貓咪營養事典 / 須崎恭彥
著 ; 高慧芳譯 .-- 再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09 .-- 144 面; 23 公分 .-- (寵物
館 ; 99) .-- ISBN 978-986-5529-40-6 (平
裝) NT$350
1.貓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64
貓書 : 100 個謎動作,解讀貓主子真心
話 / 卵山玉子作 ; 黃筱涵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
分 .-- (風格圖文 ; 53) .-- ISBN 978-957658-402-2 (平裝) NT$360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問題
集 437.364
可愛兔兔的幸福飼育教本 / 大里美
奈作 ;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0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34-4 (平裝)
NT$320
1.兔 2.寵物飼養 437.374
馬克先生的鸚鵡教室 / 馬克先生著 ;
羅小酸繪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
化,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32-95-8 (平裝)
1.鸚鵡 2.寵物飼養 437.794

工程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 向量分
析與偏微分方程式 / 林振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4-6 (平
裝) NT$220
1.工程數學 440.11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 複變數 /
林振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5-3 (平裝) NT$220
1.工程數學 440.11
生物技術專利要件與商業方法專利
適格性之研究 / 周伯翰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2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372-8 (平裝)
NT$400
1.專利法規 2.生物技術 3.電子商務
440.61
結構分析 / R.C. Hibbeler 原著 ; 潘煌
鍟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57-5 (平裝)
1.結構工程 2.結構力學 441.22
K 圖會作品集. A : 建築師考試 : 建築
計畫及建築設計題解 / 陳運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10908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4-9 (精裝) NT$2800
1.建築工程 2.設計 441.3
BIM 經理寶典 / 石晉方作 .-- 新竹縣
竹北市 : 頂尖國際工程顧問, 10908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04-1-1 (平裝)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年報. 108 年度 /
林家民等執行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08-3 (平
裝) NT$200
1.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441.3061
國定古蹟監察院屋頂外牆去漆等修
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戴瑋熠執行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監 察 院 ,
10908 .-- 62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54-28-9 (平裝)
1.公共建築 2.建築物維修 3.古蹟修
護 441.406
3D 圖解 建築構法 / 小見康夫等原著 ;
松村秀一原編著 ; 邱榮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吳讓治建築文教基金
會, 109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980-1-4 (平裝) NT$550
29

1.房屋建築 2.建築物構造

441.5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
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詹
氏書局編輯部編 .-- 十一版 .-- 臺北
市 : 詹氏, 10908 .-- 4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05-607-8 ( 平 裝 )
NT$200
1.營建法規 2.建築物構造 441.51
路&建築線 / 陳毅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縱橫測量, 10908 .-- 7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354-3-3 (平裝)
NT$1000
1.營建法規 2.論述分析 441.51
自地自建美好生活宅關鍵指南 : 9 位
日本建築師的造屋經驗法則 x153 個
舒適好宅須知 / 主婦之友社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
書堂文化發行, 10908 .-- 192 面; 24 公
分 .-- (手作良品 ; 93) .-- ISBN 978-9867627-27-8 (平裝) NT$480
1.房屋建築 2.室內設計 441.52
再生綠建材應用推廣指引 =
Application guide for recycling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 陳文卿總編輯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8 .-- 1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0-12-0 (平裝) NT$200
1.建築材料 2.綠建築 441.53
圖解 RC 造施工入門 / 原口秀昭著 ;
陳曄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9 .-- 400 面; 20 公分 .-(藝術叢書 ; FI1052) .-- ISBN 978-986235-859-7 (平裝) NT$450
1.鋼筋混凝土 2.結構工程 441.557
雲華 : 宜居建築的先行者 = Sky green :
pioneer of livable architecture / 磐鈺營
建機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磐鈺建
設, 臺中市磐鈺生活美學文化藝術基
金會, 10907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0-1-0 (平裝)
1.房屋建築 2.綠建築 441.577
各直轄市、縣市重要水利統計指標
分析.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 經濟部水
利署主計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08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060-6 (平裝)
NT$250
1.水利工程 2.統計 3.臺灣 443.6
現代機構學 = Modern mechanisms / 顏
鴻森等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華,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2-04-9 (平裝)
1.機構學 446.01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2-2 (平裝)
1.汽車維修 447.162

汽油噴射 / 高繼先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4-2 (平
裝)
1.汽油引擎 2.噴射引擎 446.3

最新電工法規條文解說 / 石金福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3-1 (平裝)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中國立帆式大風車的復原 / 林聰益
等著 .-- 第一版 .-- 臺南市 : 中華古機
械基金會, 10907 .-- 636 面; 21X28 公
分 .-- ISBN 978-957-28707-1-6 (平裝)
NT$2000
1.風車 446.77

家庭水電安裝修護 DIY / 簡詔群, 呂
文生, 楊文明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8-0 (平裝)
1.家庭電器 2.機器維修 448.4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 黃蓉, 陳家洛編
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8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80-0 (平裝)
1.機件 446.87
車床實習. I / 林鴻儒編著 .-- 二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4-7 (平
裝)
1.車床 446.8923
車床實習. II / 林鴻儒編著 .-- 二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5-4 (平
裝)
1.車床 446.8923
進階三軸銑削數控加工及實習 / 吳
世雄, 王敬期, 王松浩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1-7 ( 平 裝 )
NT$680
1.機械製造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46.8927029
車載診斷系統(OBD)在運輸科技管
理之應用研究 / 陳璽煌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8 .- 4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74-2 (平裝) NT$480
1.汽車裝配 2.交通管理 3.管理資訊
系統 447.1
汽車專業術語詞彙 / 趙志勇編著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5-9 (平裝) NT$520
1.汽車工程 2.術語 447.104

乙級儀表電子術科實作寶典 / 捷登
工作室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0907 .-- 12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23-054-8 (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3.電儀器 448.6
電子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 陸冠奇編
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7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5-7 (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子學 448.6
電子電路 / 黃慶璋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0-8 (平
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448.62
類比積體電路佈局 / 廖裕評, 陸瑞強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2-8 (平裝) NT$420
1.積體電路 2.設計 448.62
主題螺旋式教學 AppInventor 2 中文
版 / 李春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石數位,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00-486-6 ( 平 裝 )
NT$480
1.行動電話 2.行動資訊 3.軟體研發
448.845029
氣壓原理與實務含氣壓丙級學術科
解析附線上氣壓虛擬實習工場教學 /
汪冠宏, 黃啟彰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9-3 (平裝)
1.氣壓控制 2.氣壓機械 448.91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汽車美容 / 鄒紹騰, 游福裕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30

K 圖會作品集. B : 建築師考試 : 都市
設計及敷地計畫題解 / 陳運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10908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5-6 (精裝) NT$2600
1.都市計畫 2.敷地計畫 445.1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政策及
管制法規 :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訓練教材 / 沈克鵬, 姚永真等編著 .-初 版 .-- 桃 園 市 : 環 保 署 環 訓 所 ,
10908 .-- 65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09-8
(平裝)
1.空氣汙染防制 2.法規 3.健康風險
評量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計
算實務 :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訓
練教材 / 蔡志賢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08 .-- 8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13-5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健康
風險評量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健康風
險評估實作 :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
員訓練教材 / 江鴻龍, 姚永真, 蔡欣汝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
所, 10908 .-- 85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
照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14-2 (平裝)
1.健康風險評量 2.空氣汙染防制 3.
環境教育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暴露量
評估 :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訓練
教材 / 蔡志賢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08 .-- 60 面; 30 公
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11-1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健康
風險評量 4.教材 445.92
風險特徵描述、管理及溝通 : 健康
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蕭伊
倫, 林希偉, 吳敏華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08 .-- 8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ISBN 978-986-5438-10-4 (平裝)
1.健康風險評量 2.空氣汙染防制 3.
環境教育 4.教材 445.92
健康風險評估與管理概論 : 健康風
險評估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黃泰霖,
何文照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

署環訓所, 10908 .-- 55 面; 30 公分 .-( 環 保 證 照 訓 練 叢 書 ; 003-104) .-ISBN 978-986-5438-12-8 (平裝)
1.空氣汙染防制 2.環境教育 3.教材
445.92

應用化學；化工
食品化學與分析暨實習葵花寶典 /
鄭清和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
圖書, 10907 .-- 248 面; 26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986-5531-11-9 (下冊:平裝)
1.食品科學 2.食品加工 3.食品分析
463
喝遍義大利 = Un piccolo viaggio fra i
vini italiani / 陳匡民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2-5 ( 平 裝 )
NT$580
1.葡萄酒 2.義大利 463.814
啤酒素養學 : 原料、釀造、品飲的
享樂指南 / 富江弘幸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71) .-- ISBN
978-986-5529-43-7 (平裝) NT$420
1.啤酒 463.821
生 技 產 業 白 皮 書 . 2020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 吳忠
勳等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907 .-- 48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1-3 (平裝) NT$300
1.生物技術業 469.5

製造
用主題範例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
使 用 Codey Rocky 程 小 奔 與
Scratch3.0(mBlock5)含 AIoT 應用專題
(範例素材 download) / 王麗君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5-5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設計 471.516
物聯網 IoT 實作入門 / 蔡慧貞, 施威
銘研究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1-6 (平裝) NT$299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用 Web:Bit 教 育 版 學 運 算 思 維 與
Webduino Blockly 程式設計 / 簡良諭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3-0 (平裝)
1.電路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設計
471.54

零接觸商機與創新應用 = Low touch
economy / 朱師右等作 .-- 臺北市 : 資
策會產研所, 10907 .-- 1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81-798-5 (平裝)
NT$6000
1.資訊服務業 2.通訊產業 3.產業發
展 484.6

銲接實習 / 李隆盛編著 .-- 五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4-2 (平裝)
NT$470
1.銲工 2.實驗 472.14034

網紅有多賺 : 從網拍麻豆到電商寵
兒,揭密網紅驚人的吸金能力 / 唐江
山, 趙亮亮, 于木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1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02-2 (平裝)
NT$280
1.網路產業 2.網路行銷 3.網路經濟
學 484.6

廣域推進載具終極檔案 FAM-RV-S1
拜法姆 / GA Graphic 作 ; 孫豐澤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0910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1-0 (平裝) NT$38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生津解渴 : 中國茶葉的全球化 / 陳慈
玉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
10908 .-- 164 面; 19 公分 .-- (文明叢
書) .-- ISBN 978-957-14-6882-2 (平裝)
1.茶葉 2.文化 3.歷史 4.中國
481.609
糖運之夢 : 尋找記憶中的糖業鐵道 /
萬志超著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市 :
萬志超, 10907 .-- 214 面; 29 公分 .-ISBN 978-957-43-7827-2 ( 平 裝 )
NT$1800
1.糖業 2.鐵路 3.歷史 4.臺灣
481.80933
冷麵職人賞!202 道開店菜單不私藏 /
旭屋出版編輯部監修 ; 黃鳳瓊譯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3-0 (平裝) NT$450
1.餐廳 2.餐飲業 3.日本 483.8
餐飲經營管理專題 / 郭慧儀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7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6-3 (平裝) NT$250
1.餐飲業管理 483.8
5G 革命 / 許宏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65-6 (平裝)
1.無線電通訊業 2.技術發展 3.產業
發展 484.6
31

*惠普風範 : 比爾.惠烈與大衛.普克
的創業傳奇 / 大衛.普克著 ; 黃明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8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88-2 (平裝) NT$360
1.惠普科技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 2.電腦資訊業 3.企業管理
4.美國 484.67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不銹鋼篇 /
林偉凱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7 .-- 6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98-1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鋼鐵篇 / 陳
建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
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7 .-7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97-4 (平裝) NT$1000
1.鋼鐵工業 2.年鑑 486.2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 陳建任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7 .-- 3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96-7 (平
裝) NT$45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鈦金屬篇 /
楊明修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 10907 .-- 7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1-0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鈦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銅金屬篇 /
林大鈞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7 .-- 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0-3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銅

486.305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0, 鋁金屬篇 /
簡佑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7 .-- 6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662-99-8 (平裝) NT$1000
1.金屬工業 2.年鑑 3.鋁 486.3058
蒸氣裡的造紙人 : 中興百年史 .-- 初
版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10909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3-6 (平裝) NT$450
1.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2.紙
業 3.歷史 487.5
数字时代台湾地区著作权交易方式
与成本研究 / 万丽慧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75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 數位時代臺灣
地區著作權交易方式與成本研究 .-ISBN 978-986-516-425-6 ( 平 裝 )
NT$450
1.出版業 2.數位科技 3.著作權 4.臺
灣 487.7933
紡織產業年鑑. 2020 / 閩潔等撰稿 .-初版 .-- 新北市 : 紡織綜合所, 10908 .- 33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5189-4-9 (平裝) NT$3500
1.紡織業 2.紡織品 3.年鑑 488.058
美髮沙龍產業勞基法經營寶典 / 胡
錫賢, 張瑞欽作 .-- 新竹市 : 東雅國際
美容, 10908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264-1-8 (精裝)
1.美髮業 2.商業管理 3.勞動基準法
489.11
旅館管理概論 : 打造企業智慧資本
新 思 維 = Introduction to hotel
management: create a new thinking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capital / 吳勉勤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8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1-0 (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商學
職場談判 / 張國忠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前程文化, 10907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227-7-0 (平裝)
1.商業談判 490.17
Amazon 無限擴張的零售帝國 : 雲端
X 會員 X 實體店,亞馬遜如何打造新
時代的致勝生態系? / Natalie Berg,

Miya Knights 著 ; 陳依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60 面; 21 公
分 .-- (企業傳奇 ; 23) .-- ISBN 978-95708-5577-7 (平裝) NT$420
1.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com) 2.電
子商務 3.企業經營 490.29
一人微創學 : 秒懂跨境電商,快速獲
利法則全攻略 / 黃偉宙, 陳若甯著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5-2 (平
裝) NT$380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3.創業
490.29
電子商務(專科用書) / 廖祿文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72-6195 (平裝) NT$400
1.電子商務 490.29
電子商務 : 8 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
課 / 榮欽科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06-9 ( 平 裝 )
NT$360
1.電子商務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2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09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8-2-0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成功創業典範 : 創業世代的薪火相
傳 / 蕭可欣執行編輯 .-- 臺南市 : 成
大研究總中心, 10907 .-- 8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8-3-3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足跡事蹟軌跡. 十二 / 心想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心想文化創意,
10907 .-- 176 面; 23 公分 .-- (心享系列
叢書 ; 12) .-- ISBN 978-986-99088-1-8
(平裝) NT$420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會計學完全攻略 / 歐欣亞編著 .-- 第
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2-6 (平裝)
1.會計學 495.1
商業會計法 / 王志誠, 封昌宏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6-5 (平
裝) NT$560
1.會計法規 2.商業會計 495.2
一人開公司得先學會的財報會計課 :
直觀、圖解、實例、分析,從完全不
會到一次全懂 / 金秀賢, 李再興著 ;
蔡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
文化,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4-77-1 (平裝) NT$380
1.財務會計 2.財務報表 495.4
高等財務會計研究 : 理論與實證 / 金
成隆, 陳美惠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908 .-- 6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8-0-2 (平裝)
1.財務會計 495.4
財務報表分析 / 盧文隆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4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2-3 (平
裝)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財務報表分析 / 杜榮瑞等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7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03-2 (平
裝)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圖解新制財報選好股 / 羅澤鈺著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8898 (平裝) NT$400
1.財務報表 2.股票投資 495.47

誠信勝利的 11+ / 詹政曇總編輯 .-- 臺
南市 : 南市府, 10908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27-6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490.99

財星 500 大企業稽核師的舞弊現形
課 : 行賄、挪用、掏空、假帳,直搗
企業治理漏洞,掃除財務地雷 / 高智
敏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0908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9-17-9 (平裝) NT$380
1.財務會計 2.稽核 495.48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 IFRS) / 陳
智音, 歐欣亞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85-5 (平
裝)
1.會計學 495.1

STP 行銷策略與 Python 商業應用實
戰 : 網路爬蟲 x 機器學習 x 數據分析
/ 羅凱揚, 蘇宇暉, 鍾皓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7-8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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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銷學 2.資料探勘 3.商業分析
4.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96
YouTube 玩家成功術 : #內容創造#頻
道經營#品牌合作#趨勢觀察 成為熱
門 YouTuber 的 45 條教戰守則 / 威爾.
伊格爾(Will Eagle)作 ; 林潔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28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01 (平裝) NT$420
1.網路行銷 2.網路媒體 3.網路社群
496
行銷江湖 / 曾孟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882-9 (平裝) NT$390
1.行銷學 496
行銷學概要 : 全球視野 = Marketing:
an introduction-global vision / 鄭紹成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8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3-4 (平裝)
1.行銷學 496
社群營銷的魔法 : 社群媒體營銷聖
經 / 陳威樺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2-4 (平裝) NT$36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電商人妻的社群圈粉思維 : 從 0 到萬
的爆紅品牌經營心法 / 電商人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3-3 (平裝) NT$340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社群
496
台灣多層次傳銷發展史 / 財團法人
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直銷世紀雜
誌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傳智
國際文化, 10907 .-- 496 面; 23 公分 .- (實戰系列 ; B59) .-- ISBN 978-98697074-3-5 (精裝) NT$600
1.多層次行銷 2.歷史 496.5
為什麼他說話我就想買? : 讓人點頭、
聽到入迷、買下的九種行銷話術 /
張文政著 ; 邱麟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288 面; 23 公
分 .-- (Biz ; 338) .-- ISBN 978-986-554808-7 (平裝) NT$36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最有效的推銷智慧 / 黃郁文主編 .-初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9-5-6 (平裝)
1.推銷 2.職場成功法 496.5
圖解業務學 / 江勇慶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0909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5-2 ( 平 裝 )
NT$22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銷售冠軍是如何煉成的 / 賀學友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8-07-0 (平
裝) NT$34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顧客關係管理 : 創造關係價值 / 胡政
源, 蔡清德, 楊浩偉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9-7 (平
裝)
1.顧客關係管理 496.5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
結果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 公平交
易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公
平交易委員會, 10907 .-- 10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15-0 (平裝)
NT$150
1.多層次行銷 2.調查統計 3.臺灣
496.5028
定價管理 / 許正芳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 10909 .-- 250 面; 26 公分 .- (滄海書碼 ; MB0709) .-- ISBN 978986-363-110-1 (平裝)
1.商品價格 496.6
讓顧客開心買單的 33 招暗黑訂價法
/ 田中靖浩著 ; 黃瓊仙譯 .-- 二版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Biz) .-- ISBN 978-957-871092-4 (平裝) NT$260
1.價格策略 496.6
訂閱經濟的獲利實例 : 從服飾、飲
食、住房、交通到娛樂......日本實際
案例告訴你,席捲食衣住行,讓顧客享
有不持有的賺錢商機 / 日經 xTREND
著 ; 林農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Biz ; 336) .-- ISBN 978-986-5548-06-3
(平裝) NT$360
1.顧客服務 2.行銷策略 3.企業經營
496.7
業務之神的精準服務 / 大衛.艾弗林
(David Avrin)作 ; 王秋月譯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33

- ISBN 978-957-8710-90-0 ( 平 裝 )
NT$290
1.顧客關係管理 2.顧客滿意度 3.消
費者行為 4.行銷策略 496.7
顧客關係管理 : 前瞻趨勢 / 鄭紹成,
王雪瀞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
圖書, 10908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2-7 (平裝) NT$550
1.顧客關係管理 496.7
日本廣告帶給我感動 / 賴東明著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908 .-208 面; 23 公分 .-- (新視野 ; 67) .-BOD 版 .-- ISBN 978-986-98273-8-6 (平
裝) NT$360
1.廣告業 2.廣告案例 3.文集 4.日本
497.07
文案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 盧建彰
(Kurt Lu)著 ; 盧願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鹿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75) .-- ISBN
978-986-98871-6-8 (平裝) NT$38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企業管理
時代在走,互聯網要懂 : 企業砍掉重
練的時間到了 / 閻河, 李桂華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
文化發行, 10908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5-987-2 ( 平 裝 )
NT$360
1.企業管理 2.網際網路 494
專 案 管 理 實 戰 手 冊 = Project
management application handbook / 賴
志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仕德國際,
10907 .-- 5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54-0-1 (平裝) NT$1500
1.專案管理 494
動態競爭實戰全書 : 面對變局從宏
觀到微觀的競合致勝 / 陳昭良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416 面;
23 公分 .-- (Live & Learn ; 69) .-- ISBN
978-986-477-885-0 (平裝) NT$550
1.管理科學 2.策略管理 494
傳承與被傳承 : 二代接班的獨白 / 約
翰.鄧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4-0 (平裝) NT$300
1.家族企業 2.企業經營 494

業績飆倍的 PDCA 日報表工作法 :
200 間以上公司實證!12 分鐘打造
SOP、OKR、KPI 做不到的精準效益
/ 中司祉歧作 ; 楊鈺儀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輕商管 ; 39) .-- ISBN 978957-658-395-7 (平裝) NT$360
1.企業經營 2.財務報表 3.職場成功
法 494
管理者的雜貨鋪 / 阮喜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724 (平裝) NT$350
1.企業經營 2.企業管理 494
企業管理與法律 / 李智仁等合著 .-十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98 (平裝) NT$550
1.企業法規 2.公司法 494.023
EMBA.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21
/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訊文化, 10907 .-- 160 面; 30
公分 .-- (商訊叢書 ; YS09939) .-- ISBN
978-986-5812-89-8 (平裝) NT$280
1.管理科學 2.考試指南 494.026
「經營可視化」變革 : 打造一個團
隊會自動達標的高效經營體質 =
Vi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 長谷一
洋著 ; 葉小燕譯 .-- 臺北市 : 中衛發
展中心,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經營管理系列 ; 56) .-- ISBN 978-98699205-1-3 (平裝) NT$500
1.企業經營 2.組織管理 494.1
科 技 與 創 新 管 理 =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 陳澤義著 .-六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30 (平裝)
1.科技管理 494.1
麥可波特競爭策略 / 王京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職場競爭力 ; 22) .-- 最新
圖解版 .-- ISBN 978-986-98804-8-0 (平
裝) NT$450
1.企業競爭 2.策略管理 494.1
商業模式創新實戰演練入門 : 原來
創造自己的商業模式這麼簡單 / 今
津美樹著 ; 王立言譯 .-- 再版 .-- 臺北
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67-67-2 (平裝) NT$350

1.商業管理 2.策略規劃 3.創業
494.1

1.企業再造 2.組織管理 3.組織文化
494.2

讓錢自己長 : 你不是缺錢,只是沒種
創業 / 陳亞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09-9-5 ( 平 裝 )
NT$32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人力資源管理 : SAP 系統實務 / 李幸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07 .-- 1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58-8 (平裝)
NT$260
1.人力資源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494.3

低歸屬感世代 : 面對因科技而變得
孤獨的一代,管理者該如何找回工作
夥伴間的深刻連結? / 丹.蕭伯爾(Dan
Schawbel)著 ; 戴至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44 面; 21
公分 .-- (Next ; 272) .-- ISBN 978-95713-8309-5 (平裝) NT$420
1.商務傳播 2.溝通技巧 3.組織管理
494.2
精準回饋 : 提升團隊績效,改善溝通
的超能力 / 譚拉.錢德勒(M. Tamra
Chandler), 蘿 拉 . 道 林 . 葛 利 希 (Laura
Dowling Grealish)著 ; 周怡伶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696) .-- ISBN 978-986-553540-7 (平裝) NT$350
1.組織管理 2.績效管理 494.2
領導者,該想什麼? : 運用 MOI(動機、
組織、創新),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領
導者 / 傑拉爾德.溫伯格(Gerald M.
Weinberg)著 ; 李田樹, 褚耐安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69) .-- ISBN
978-986-99162-2-6 (平裝) NT$450
1.企業領導 2.領導者 3.組織管理
494.2
輕鬆做主管 Be a relaxing manager : 用
「心」管理,不是用「薪」管理 / 宋
希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8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1-6 (平裝)
NT$350
1.管理者 2.企業領導 3.組織管理
494.2
變革的關鍵時刻 : 談企業變革管理
與個人行為 / 郭大衛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250 面;
21 公 分 .-- ( 商 業 企 管 類 ;
PI0061)(BOSS 館 ; 13)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34-5 ( 平 裝 )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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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的 12 堂課 / 李誠等著 ;
吳佩穎總編輯 .-- 第五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08) .-- ISBN
978-986-5535-49-0 (平裝) NT$45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人才發展品質(TTQS)管理系統建置
與發展 : 以餐飲業為例 / 江育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8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5-9 (平裝)
1.人力資源管理 2.品質管理 3.餐飲
業 494.3
才富 : 21 世紀最貴的資產是人才 / 喬
有乾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0-1 (平裝)
NT$320
1.企業領導 2.人才 494.3
跳槽危機 : 要與他並肩殺伐,或看他
叛逃敵方? / 宋希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4-9 (平裝) NT$350
1.人事管理 494.3
0.1%的人贏在溫暖說話術 : 這年頭,
真心的實話易誤解,見人說對話事才
能成! / 山崎拓巳作 ; 黃瓊仙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10-917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說話藝術 3.人際關
係 494.35
100 天成功建立事業渠道 / 王志吉,
林郁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商業管
理 ; 13) .-- ISBN 978-957-9267-73-1 (平
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懂事」總經理的 30 個思考 / 謝馨
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14-9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人生從來就不是單選題 : 別停在原
地而不自知,更別失去為自己抉擇的
勇氣 / 少女凱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05-89-2 ( 平 裝 )
NT$30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工作就是在打怪 / 公關溫拿(Winner)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9-7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中煎主管日記 : 就算心中 OOXX,賣
肝也要做好做滿! / 楊仕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2-3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中階管理者 494.35
在家工作 / 徐豫(Anita 御姊愛)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我的檔案 ; 49) .- ISBN 978-986-98996-2-8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成熟大人的吵架技術 : 被凹、被扯
後腿,被客戶、經辦人為難,如何優雅
的爭到權益?有 SOP 可學 / 和田秀樹
著 ; 羅淑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Think ; 205) .-- ISBN 978-986-5548-049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工作心理學 494.35
我只是好好生活,工作竟然變順了 :
如果不得不工作,不如懂得為自己工
作,從中找到意義與成就 / 克莉絲坦.
扎沃(Kristen J. Zavo)著 ; 林吟貞譯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256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0) .- ISBN 978-986-507-181-3 ( 平 裝 )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我在豐田學會的動線思考 : 在最短
時間,最快產出結果 / 原正彥著 ; 林佑
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Biz ;
330) .-- ISBN 978-986-5548-05-6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時間管理 494.35

攻克 9 型職場豬隊友! / 片桐愛作 ; 甘
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9-1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你為什麼總是失敗 : 拿破崙.希爾的
成功法則,人生勝利組方程式 / 拿破
崙.希爾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7 .-- 4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75-7 (平裝)
NT$5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高產出的本事 : OUTPUT 達人用 8 種
表達框架 X4 張圖,15 分鐘文章、簡
報,圖解一次到位,讓輸出成為你的優
勢 / 劉奕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9-1-3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學習方法 3.簡報
494.35
狼道人生定律 = Wolf's law of life / 汪
峻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
文創,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9-4-9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解決問題的三大思考法 : 交叉使用
邏輯思考、水平思考和批判性思考,
快速破解各種職場難題 / 吉澤準特
著 ; 張禕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225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零秒思考力 : 全世界最簡單的腦力
鍛鍊 / 赤羽雄二著 ; 陳亦苓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65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瞬時競爭力 : 5G 時代打通管理和領
導任督二脈的組織新能力 / 顏長川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BIG ; 61) .- ISBN 978-957-13-8300-2 ( 平 裝 )
NT$2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辭職離開,就能解決問題嗎? / 陳禾穎
(織田紀香)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職場方舟 ;
35

ACA4001) .-- ISBN 978-986-99313-0-4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邏輯思考的本質 / 津田久資著 ; 陳亦
苓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1-9 (平裝) NT$33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怦然心動的工作整理魔法 : 風靡全
球的整理女王 X 組織心理學家,首度
跨國跨界合作 / 近藤麻理惠, 史考特.
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著 ; 謝佩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9 .-224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32) .- ISBN 978-986-175-564-9 ( 平 裝 )
NT$290
1.事務管理 2.檔案整理 3.工作效率
494.4
會展管理概論 = The principle of MICE
management / 錢士謙編著 .-- 五版 .-臺北市 : 新陸, 10907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8-5-1 (平裝)
NT$580
1.會議管理 2.展覽 494.4
TPS 檢定教材(4 級) : Total-TPS(Total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基礎知識
篇 / 社團法人 TMS&TPS 檢定協會
著 .-- 臺北市 : 中衛發展中心, 10907 .- 96 面; 30 公分 .-- (精實管理系列 ;
23) .-- ISBN 978-986-99205-0-6 (平裝)
NT$350
1.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生產管理 3.企業管理
494.5
讓老闆聽懂的簡報實力 / 鄭宇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326-2 (平裝) NT$380
1.簡報 2.商業英文 494.6
財務金融專題數據分析研究. 2019 /
林宏儒等作 ; 黃明官總編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實 踐 大 學 財 金 系 ,
10907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1-7 (平裝)
1.財務金融 2.企業管理 3.文集
494.707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2 : 管理會計入
門-微利時代如何突破困境,搞懂數字,
最快!最有效! / 林總著 ; 江裕真譯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8 .-- 3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3-3 (平裝) NT$380
1.管理會計 2.漫畫 494.74

社會科學類
統計
統計 : 看圖解成為大數據高手 / 湧井
良幸著 ; 林佩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5-4 (平裝) NT$330
1.統計學 2.通俗作品 510
寫給大家的統計學 : 秒懂機率與統
計,你也可以是人生勝利組 / Will Kurt
原著 ; 王君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6-3 (平裝)
1.統計學 510
簡易統計學 / 蔣榮宗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7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72-5 (上
冊:平裝) NT$215
1.統計學 510
R 統計軟體與多變量分析 / 陳正昌,
林曉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3-0 (平裝) NT$45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嘉義市統計年報. 第 38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ayi City. 2019 /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
編輯 .-- 嘉義市 : 嘉市府, 10909 .-- 500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440-4 (平裝)
1.政府統計 2.嘉義市 514.33/126

教育
孩子不該只有一個樣子 : 讓每個過
錯都成為生命改變的契機 / 吳俊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5287-3 (平裝) NT$350
1.學校教育 2.教育規劃 3.教育行政
520
教育 V 辭書 = V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 吳清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232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385-8 (平
裝) NT$300
1.教育 2.詞典 520.41
*杏壇芬芳錄. 2020 / 陳江海主編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07 .-- 3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0-6 (精裝)
1.教育 2.優良教師 3.文集 520.7
素養導向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 楊雅
妃等合著 ; 翁福元, 陳易芬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9-3 (平
裝) NT$230
1.教育 2.文集 520.7
教育學 : 以中國為例 / 趙鵬程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907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59-5 ( 平 裝 )
NT$580
1.教育 2.文集 3.中國 520.7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第八集 / 林豐
隆, 黃宥明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霧
峰向日葵家園, 10907 .-- 13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75-4-4 (平裝)
NT$500
1.教育 2.文集 520.7
我國實驗教育的實施現況與未來發
展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 監察
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8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29-6 (平裝) NT$420
1.臺灣教育 2.文集 520.933
幼教政策網絡分析 : 以英國 1988 年
教育改革法案為例 / 林妮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85 (平裝) NT$320
1.教育改革 2.政策網絡 3.英國
520.941
中外教育家的故事 : 兼論在教師專
業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啟示 / 張
德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2-2 (平裝) NT$220
1.教育家 2.傳記 520.99
東大學霸沒告訴你的 K 書密技 : 史
上最強應試技巧全解析! / 學研編輯
部編輯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5-8 (平裝)
1.學習方法 2.讀書法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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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大腦學習法 : 不專心,學更好 / 凱
瑞(Benedict Carey)著 ; 楊玉齡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工作生
活 ; 83) .-- ISBN 978-986-5535-50-6 (平
裝) NT$400
1.學習方法 2.讀書法 521.1
搞懂多元智能 你的孩子是天才 : 為
你找出孩子的隱藏天賦 / 曾永祥作 .- 臺北市 : 臺灣愛爾西斯, 10908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07-0-3 (平裝) NT$320
1.智力 2.學習心理學 3.學習策略
521.1
中小學課綱之國際經驗 / 黃政傑等
合著 ; 黃政傑, 謝金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44-7 (平裝)
NT$430
1.課程綱要 2.教學研究 3.中小學教
育 521.7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 重點整
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 / 艾育
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8 .-- 61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083-1 (平裝)
1.教師專業資格 522.1
七感遊戲教養 : 50 個遊戲提案 X105
個啟發感官技巧,提升幼兒專注力、
協調力、社交力,越玩越聰明! / 陳婧
(Trac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高 EQ
父母 ; 81) .-- ISBN 978-986-248-904-8
(平裝) NT$420
1.兒童遊戲 2.學前教育 523.13
兒童產業概論與實務 / 薛慧平, 張冠
萫, 陳建志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 3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78-7 (平裝)
NT$320
1.兒童學 2.產業 523.19555
社會情緒 Buffet 百「會」 : 學前幼兒
社會技巧課程編制與實施 / 蔡明富
等作 .-- 初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908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3-8 (平裝) NT$400
1.社會科教學 2.教學方案 3.學前教
育 523.2
小小幼兒大創意 : 小班孩子的方案
探索與藝術體驗 = Big creativity in
little children : junior students'

exploration and artistic experience / 唐富
美, 四季文化編輯群作 .-- 臺中市 : 四
季文化, 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
10907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481-9-4 (平裝) NT$390
1.藝術教育 2.學前課程 3.教學方案
523.23
超級遊戲王 = Top 100 fun games / YiHui Zapp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
文教, 10908 .-- 164 面; 23 公分 .-- (教
學入門叢書 ; EP109) .-- 中英對照 .-ISBN 978-986-98577-5-8 ( 平 裝 )
NT$329
1.英語教學 2.教學遊戲 3.學前教育
4.小學教學 523.23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
Shortcuts of child caregiver skills
cer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 華都編輯部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9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2-2 (平裝)
1.褓姆 2.考試指南 523.26
幼兒園節慶行銷 / 蔡德欽作 .-- 初
版 .-- 屏東縣屏東市 : 香遠, 10907 .-12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7-3-1 (平裝) NT$300
1.幼稚園 2.托兒所 3.行銷 4.學校管
理 523.27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參考手冊. 第二冊 / 郭雅惠等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0907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09-6 (平裝)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研究 3.教學設
計 523.3
小學生國語文我不怕!(100 分必讀.Q
版神攻略) : No.1 學霸李小白超強筆
記術, 英格力脫魯奮鬥史 / 樂多多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88 面; 23 公
分 .-- (小野人 ; 28) .-- ISBN 978-986384-449-5 (平裝)
1.漢語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1
一看就會 : 琪莉老師教你寫作文. 低
年級 / 管家琪, 翁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
俱樂部 ; 3) .-- ISBN 978-986-99345-0-3
(平裝) NT$32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一看就會 : 琪莉老師教你寫作文. 高
年級 / 管家琪, 翁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
俱樂部 ; 1) .-- ISBN 978-986-98447-8-9
(平裝) NT$32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一看就會 : 琪莉老師教你寫作文. 中
年級 / 管家琪, 翁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語文學習
俱樂部 ; 2) .-- ISBN 978-986-98447-9-6
(平裝) NT$32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因為所以有故事 / 謝文賢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散文館) .-- ISBN 978-986449-201-5 (平裝) NT$26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作文小公主出任務 : 小學生最愛的
闖關遊戲,過關就學會了(1-6 年級必
讀故事書) / 樂多多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76 面; 23 公分 .-- (小野人 ;
31) .-- ISBN 978-986-384-447-1 (平裝)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小學教學
523.313
每天 5 分鐘,英文自然發音好好玩 :
學會發音規則,認識常用單字(127 組
母音、子音練習+488 個必學單字+75
分鐘全文外師親錄深化互動學習
MP3) / 李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心文創, 10909 .-- 252 面; 23 公分 .-(英語館 ; 3) .-- ISBN 978-986-98707-71 (平裝)
1.英語教學 2.發音 3.學前教育 4.小
學教學 523.318
英文單字不用背!看漫畫就能輕鬆學
會英文單字 / Terry E. Kim 作 ; Uncle
Tom 漫畫 ; 周琡萍, 吳佳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英語館 ; E004) .-- ISBN
978-986-98707-8-8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4.小
學教學 5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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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迷宮. Vol.3, 挑戰篇 / 村上綾一
作 ; 陳聖怡, 伍言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99) .-- ISBN 978-986-5520-20-5 (平裝)
1.數學教育 2.數學遊戲 3.小學教學
523.32
數字驚奇大冒險. 1 : 計算的魔法 / 櫻
井進作 ; 不破浩一朗圖 ;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08 .-- 72 面; 21 公分 .-- (廣
泛 閱 讀 ) .-- ISBN 978-986-5503-74-1
(平裝) NT$32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黑松綠+校園計畫 : 夥伴學校成果集
/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黑 松 教 育 基 金 會 ,
10907 .-- 1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60-0-2 (平裝) NT$500
1.環境教育 2.生態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6
文書處理真精彩 / 林秀珍等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0908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4-0 (平裝)
1.電腦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8
用 Scratch 輕鬆學 AI / 程瑋翔作 .-- 臺
中市 : 宇宙機器人企業, 10908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372-68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人工
智慧 4.中小學教育 523.38
品格 AI : Scratch 3.0 基礎到進階例題
系列. 1 .-- 初版 .-- 臺中市 : 中華經典
研究學會, 10907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161-3-0 ( 平 裝 )
NT$300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網路世界一把抓 / 吳仁智等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0908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3-3 (平裝)
1.電腦教育 2.網際網路 3.中小學教
育 523.38
數位世界 EASY GO / 張字和等作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0908 .- 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1-9 (平裝)
1.電腦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38

數位學習 Let's go / 莊雅景等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教育局, 10908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2-6 (平裝)
1.電腦教育 2.數位學習 3.初等教育
523.38
邊玩邊學 Scratch 3 遊戲程式設計, 運
算思維養成 / Max Wainewright 原著 ;
曾吉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2-5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發現日本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日本國際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 2020
年 / 周宸榛等作 ; 楊秀蘭主編 .-- 臺
南市 : 臺南一中, 10907 .-- 9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1-18-9 (平裝)
1.中等教育 2.旅遊 3.文集 4.日本
524.307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1, 數與代數的運
算觀念 / 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22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522-135-5 ( 平 裝 )
NT$28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2, 圖形關係與幾
何性質 / 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62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522-136-2 ( 平 裝 )
NT$22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重點整理、快速複習! : 國中資優理
科王一本制霸 / 學研 Plus 作 ; 鄒玟羚,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2-8 (平裝)
1.科學 2.中等教育 524.36
美感 ING. 2 / 黎曉鵑, 孫菊君, 蔡嘉如
作 ; 丘永福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8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9-202-2 (平裝) NT$110
1.藝術教育 2.美學 3.中等教育
524.37
*圖說六龜事 / 羅尹蔚, 陳蓓萱作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六 龜 高 中 ,
10907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6-9 (平裝)
1.美術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72
四技二專統測必備英文單字 / 賴世
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8 .-- 296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升
科大四技二專系列 ; I04) .-- ISBN 978986-5676-92-6 (平裝) NT$35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 109 年版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8 .-- 388 面; 26 公
分 .-- (常春藤升大學系列 ; AB02109) .-- ISBN 978-986-5676-93-3 (平裝)
NT$320
1.英語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8
美感 365 / 羅安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幼獅, 10908 .-- 1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49-200-8 ( 平 裝 )
NT$280
1.藝術教育 2.美學 3.中等教育
524.472
程式語言與設計 : 使用圖形化
WEBDUINO Blockly 程式語言 / 蔡宜
坦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0-0 (平裝)
1.電路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設計
4.中等教育 524.475
永遠的實驗五班 : 六年同窗 友誼永
恆 = Forever the E5ers : an E5
remembrance book / 陳介中, 廖征亮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格子文化,
10908 .-- 4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62-0-0 (精裝) NT$2000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524.833/101
自主學習與創新教學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 邱佳
慧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商鼎數
位,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4-9 (平裝)
1.教學研究 2.自主學習 3.高等教育
4.文集 525.307
淡江大學教學領航與傳承. 2020 / 鄭
東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教
發組, 10907 .-- 116 面; 20 公分 .-- (教
學叢書 ; T005) .-- ISBN 978-957-873659-7 (平裝) NT$200
1.大學教師 2.優良教師 3.高等教育
525.5
美國多元假象 : 一昧迎合種族和性
別議題,使大學沉淪,並逐漸侵蝕我們
的文化 / 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作 ;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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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Alpha ;
46) .-- ISBN 978-986-5524-22-7 (平裝)
NT$450
1.人文社會學 2.學校與社會 3.高等
教育 4.美國 525.952
圖解教育行政理論 / 秦夢群, 鄭文淵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3-9 (平裝) NT$300
1.教育行政 526
學校正向領導教學與學習 / 蔡金田,
林宏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9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2-1 (平裝) NT$550
1.教育行政 2.校長 3.領導理論 526
從博弈理論探討學校併校個案 / 陳
溪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907 .-- 3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7-5 (平裝) NT$400
1.教育政策 2.學校管理 3.博奕論 4.
個案研究 526.11
臺灣國際教育政策與實踐 / 蔡金田,
劉素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8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79-1 (平裝) NT$550
1.教育政策 2.小學教學 3.國際化 4.
文集 526.1107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法規輯
要及釋例彙編 / 教育部私校退撫儲
金監理會編 .-- 四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0909 .-- 331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9-0 (精裝) NT$250
1.學校人事 2.人事法規 3.基金管理
4.私立學校 526.49023
類型學都市主義 : 從設計教學的實
驗場到校園空間基因庫的實踐 =
Typological urbanism : from academia
design experimental field to praxis of
campus gene repository / 洪于翔作 .-初版 .-- 臺南市 : 洪于翔, 10908 .-- 14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69 (平裝) NT$270
1.都市類型學 2.校園規劃 3.學校建
築 527.5
正向聚焦 / 陳志恆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63) .-- ISBN
978-957-503-649-2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528.2

再忙,也要一起陪孩子完成的 34 件事
/ 張婉宜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
育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生活成長系列 ; 56) .-- ISBN 978-98698618-7-8 (平裝) NT$27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成長型年度學習行事曆 : 班級經營 x
教學備課 x 親師溝通,一本搞定! / 林
怡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學習
與教育 ; 214) .-- ISBN 978-957-503657-7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學習 3.初等教育
528.2
我和我的孩子 : 一本給家長的手冊 /
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編
印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60-075 (全套:平裝) NT$100
1.親職教育 2.教育輔導 3.小學生
528.2
你的完美安排,不能成為孩子的未來 :
他受傷了,你卻什麼都不知道 / 洪春
瑜,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3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08-9
(平裝) NT$299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我讓十四歲的孩子上了劍橋大學 :
史賓賽的育兒日記 / 赫伯特.史賓賽
作 ; 趙雅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6-3
(平裝) NT$28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爸媽不失控,孩子不暴走 : 讀懂孩子
的內在需求 / 黃依潔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23-2 (平裝) NT$299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教出好孩子,從和孩子好好對話開始
/ 林儒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90-9-6 ( 平 裝 )
NT$32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溫水煮孩子 : 你以為這是在愛他,卻
把他逼上了廢物的道路 / 洪春瑜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8 .-- 2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34-8 ( 平 裝 )
NT$33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與孩子的情緒對焦 : 做個平和的父
母,教出快樂的小孩 / 蘿拉.馬克罕
(Laura Markham)作 ; 徐曉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Love parenting ;
1) .-- ISBN 978-986-357-187-2 (平裝)
NT$45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情緒管理
528.2
數位公民素養課 / 黛安娜.格雷伯
(Diana Graber)著 ; 劉凡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36-8 ( 平 裝 )
NT$380
1.親職教育 2.兒童發展 3.資訊社會
528.2
審議民主實作手冊 / 林祐聖, 葉欣怡
著 .-- 新北市 : 文化部, 10907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92-8 (平
裝)
1.民主教育 2.民主政治 528.36
看見南投縣社區大學 / 林明溱等作 ;
羅佩雯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集集
鎮 : 也品文藝工作室,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48-3-7 (平
裝) NT$450
1.社區大學 2.成人教育 3.文集
528.43207
走一路柳暗花明 / 福智文化編輯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亮點 ; 4) .- ISBN 978-986-98982-2-5 ( 平 裝 )
NT$360
1.生命教育 2.通俗作品 528.59
化工儀器實習. 上 / 王文哲, 顧永傑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7 .-- 31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 ISBN 978-9865531-10-2 (平裝)
1.化工裝置 2.測定儀器 3.技職教育
4.教學實習 528.8452
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 : 陳
啟川的初挑戰 / 金湘斌著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168
面 ; 21 公 分 .-- ( 史 地 傳 記 類 ;
PC0883)(讀歷史 ; 111) .-- BOD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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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26-837-6 ( 平 裝 )
NT$260
1.陳啟川 2.運動員 3.日據時期 4.臺
灣 528.9
羽球王子. 2, 火力全開 / 李國靖, 蔡詩
中作 ; 疾風社團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09 .-- 160 面; 23 公
分 .-- (超越極限) .-- ISBN 978-986301-959-6 (平裝) NT$280
1.體育 2.漫畫 528.9
東師體育. 26 / 楊雅晴總執行編輯 .-臺東市 : 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0907 .- 216 面; 30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99174-5-2 (平裝)
1.體育 2.期刊 528.905
體育班的語文教室 : 運動文學選 / 鍾
宗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7-7 (平裝) NT$400
1.運動 2.體育 3.休閒活動 4.文集
528.907
漢森全馬訓練法 : 跑出你的最佳成
績 / 盧克.漢弗萊(Luke Humphrey), 凱
文 . 漢 森 (Kevin Hanson), 凱 斯 . 漢 森
(Keith Hanson)撰寫 ; 鄭勝得翻譯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300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53) .- ISBN 978-957-13-8313-2 (平裝)
1.馬拉松賽跑 2.運動訓練 528.9468
台灣白鶴拳傳承錄 / 賴仲奎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9 .-- 284
面; 23 公分 .-- (武德文叢 ; 1) .-- ISBN
978-986-346-310-8 (平裝) NT$380
1.拳術 528.97
吳式太極拳劍 / 吳秉孝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展, 10909 .-- 253 面; 21 公
分 .-- (吳式太極拳 ; 4) .-- ISBN 978986-346-309-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380
1.太極拳 528.972
親子手語入門完全手冊 / 社團法人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心理,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溝通障礙系列 ; 65041) .-- ISBN 978986-191-917-1 (平裝) NT$300
1.特殊教育 2.手語 529.5
早期療育 / 盧明等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0909 .-- 352 面; 23 公分 .-(障礙教育系列 ; 63165) .-- ISBN 978986-191-918-8 (平裝) NT$400
1.早期療育 529.6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 盧
台華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 10907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6-1 (平裝) NT$450
1.特殊教育 2.個別化教學 529.6
創作性戲劇課程對 ADHD 學童注意
力之影響研究 : 以音樂韻律動作、
模仿動作、感官動作之活動為例 /
李之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
化, 10907 .-- 1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5-4 (平裝) NT$360
1.特殊兒童教育 2.過動症 529.6
資優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年 : 資優匯聚 放眼未來 / 郭靜姿, 于
曉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
資優教育學會, 10907 .-- 3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0556-1-1 (平裝)
NT$250
1.資優教育 2.文集 529.6107
拆解考試的技術 / 趙胤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06-6 ( 平 裝 )
NT$380
1.考試 2.學習方法 3.讀書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 禮儀文明的新視野 =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 許南雄著 .-- 11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41 (平裝)
1.國際禮儀 530
圖解台灣傳統生命禮儀 / 李秀娥著 .- 再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圖解台灣 ; 6) .-- ISBN
978-986-5529-42-0 (平裝) NT$450
1.生命禮儀 2.禮俗 3.臺灣 530.933
美國女子學 : #凍卵 #Metoo #瘋狂的
矽谷媽媽 : 看美國女人如何破關打
怪,為不完美的自己而戰! / Dr.Phoeb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View ;
83) .-- ISBN 978-957-13-8322-4 (平裝)
NT$300
1.文化 2.社會生活 3.女性 4.美國
535.752
台 灣客 家田 野史 詩畫 = The poetic
paintings of Hakka culture in Taiwan / 宋
細福著 ; 余秀雄畫 .-- 初版 .-- [臺中

市] : 長晉數位, 10908 .-- 119 面; 26X25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675-93-6 (平裝) NT$1000
1.客家 2.歷史 3.臺灣 536.211
轉.來尞 : 落腳到客庄个人 / 曾一鋒等
文字撰稿 ; 林美蘭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客家委員會,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4-15-1 (平
裝) NT$350
1.客家 2.民族文化 536.211
山豬.飛鼠.撒可努. 3, 外公的海 / 亞榮
隆.撒可努著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耶魯國際文化, 10908 .-- 280 面; 21 公
分 .-- (易讀書坊 ; 35) .-- ISBN 978-98698050-5-6 (平裝) NT$250
1.排灣族 2.社會生活 3.風俗
536.3361
塔木德 : 猶太人的致富寶典 / 趙凡禹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8 .-- 432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
座 ; 363) .-- ISBN 978-986-392-321-3
(平裝) NT$399
1.民族研究 2.猶太民族 3.成功法
536.87
*現代奠禮 / 楊炯山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正品印刷設計, 10908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91-11 (平裝) NT$600
1.儀禮 2.喪禮 538.6833
歡樂宋 : 中國歷史上最幸福的朝代,
沒去過宋朝,別說你到過人間天堂! /
李純瑀(魚小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58 種)(知史 ; 17) .-ISBN 978-957-9314-61-9 (平裝)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宋代
538.782
舌尖上的外交 : 從幕末到明治,細數
日本近代史上最美味的算計 / 黑岩
比佐子著 ; 陳心慧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大河) .-- ISBN 978-986-508-0709 (平裝) NT$35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日本史
538.7831
百年麵包史 : 吃軟到吃硬,從紅豆麵
包到法國麵包,改變日本飲食的 150
年 / 阿古真理作 ;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富, 10909 .-- 272 面; 21 公
分 .-- (風貌 ; A27) .-- ISBN 978-98699133-2-4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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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風俗 2.糕餅業 3.歷史 4.日本
538.7831
澎湖民間傳說故事 / 姜佩君編 .-- 初
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姜佩君, 10908 .- 冊 .-- ISBN 978-957-43-7854-8 (全套:
平裝) NT$600
539.533/141
那 teh 褪色的台灣俗語話. 2 / 李南衡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
社, 109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637-81-1 (平裝)
1.俗語 2.臺語 539.6

社會學
社 會 學 的 想 像 / 米 爾 斯 (C. Wright
Mills)著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8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9-16-2 (平
裝) NT$350
1.社會科學 2.社會學 540
藝湛登峯 : 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授
證專輯. 109 年度 / 施國隆總編輯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07 .-- 1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091-1 (精裝) NT$360
1.文化資產保存 2.傳統藝術 541.27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函釋彙編 / 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輯 .-- 二版 .-- 臺中
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966 (平裝) NT$200
1.文化資產保存 2.文化法規
541.27023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年 報 . 2019 =
Annual report,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Ministry of Culture. 2019 / 施
國隆等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 10907 .-- 23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90-4 (精裝)
NT$200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文化資產
541.2933
數位狂潮下的群眾危機 / 韓炳哲
(Byung-Chul Han)作 ; 王聖智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一行出版, 10908 .-80 面; 21 公分 .-- (T Series ; 1) .-- ISBN
978-986-98347-1-1 (平裝) NT$250
1.資訊社會 541.415
反抗的共同體 : 反送中運動如何建
構香港人身份? / 馬嶽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448 面; 21 公分 .-- (左岸政
治 ; 308) .-- ISBN 978-986-98656-8-5
(平裝) NT$50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Edward Louis Bernays)著 ; 楊理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02-0 (平
裝) NT$320
1.宣傳 2.公共關係 541.84

影像紀錄的政治 : 綠色小組與另類
媒體運動 / 陳瑞樺等主編 .-- 新北市 :
遠景,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遠
景叢書 ; E189) .-- ISBN 978-957-391111-1 (平裝) NT$38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文集
541.4507

社會住宅新建工程之「專案管理技
術服務」新課題 : 建築設計階段之
物業管理前期檢討 / 杜功仁編著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32 (平裝) NT$1000
1.住宅問題 2.物業管理 3.臺灣
542.6933

錯失恐懼 / 派屈克.麥金尼斯(Patrick J.
McGinnis)著 ; 羅亞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7-892-8 ( 平 裝 )
NT$350
1.社會心理學 2.網路社群 3.網路使
用行為 541.75
別去死啊!被霸凌不是你的錯 / 中川
翔子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34) .-- ISBN 978-986-248907-9 (平裝) NT$320
1.霸凌 2.人際關係 3.社會心理學
541.76
帶領團隊翻盤爛牌 : 卓越領導者的
智慧 / 陳樹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4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00-8 ( 平 裝 )
NT$550
1.領導理論 541.776

人力規劃及發展研究報告. 第 20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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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6-7 (平裝) NT$300
1.人力資源發展 2.勞動力 3.文集
542.7107
家庭價值與政策 / 江綺雯等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3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40 (平裝) NT$420
1.家庭 2.家庭教育 3.家庭社會學
544.1
你實在太累了,不是不會當媽媽 / 陳
彥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197) .-- ISBN 978-986-406-198-3 (平裝)
NT$300
1.母親 2.親職教育 544.141

你出事,記者不會扛 : 面對無所不在
的自媒體,你需要一點高「媒商」 /
李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0908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09-7-1 (平裝) NT$280
1.媒體 2.溝通 541.83

彰化蕭氏祭祀公業源流與史料彙編 /
蕭翌柱編著 .-- 初版 .-- 彰化縣社頭
鄉 : 深坵祠管委會, 10908 .-- 2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488-3-2 (精
裝) NT$500
1.蕭氏 2.宗族 3.家族史 4.彰化縣社
頭鄉 544.2933

傳播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 蕭文生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03 (平裝) NT$650
1.傳播法規 541.83023

幸福 別放手 / 解政錤, 陳南如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12-881 (平裝) NT$35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宣傳學 : 「公共關係之父」伯內斯
代表作 : 一群「隱形統治者」如何
影響我們的心思,塑造我們的品味,暗
示我們應該如何思考 = The outlaw
ocean : journeys across the last untamed
frontier / 愛 德 華 . 路 易 斯 . 伯 內 斯

*是誰背叛了女性主義 : 年輕女性對
舊女性主義的挑戰 / 蕾妮.丹菲爾德
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 10908 .-- 38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8393-90-5 ( 平 裝 )
NT$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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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主義

544.52

他只是裝傻,妳怎麼犯傻 : 1130 萬人
受惠!網路人氣暖男作家 Daylight 解
析男性心理,讓妳脫單、遠離渣男,不
錯過 Mr. Right! / Daylight(陽光)作 ; 丁
睿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1-3 (平裝) NT$399
1.兩性關係 2.成人心理學 544.7
打造戀愛腦 : (男女關係學必讀)以戀
愛腦作為武器,當個愛情大贏家 / 黑
川伊保子著 ; 周天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8 .-- 2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40 (平裝) NT$350
1.兩性關係 2.戀愛 3.腦部 544.7
多元性別權益保障 / 行政院性別平
等處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908 .-- 212 面; 26 公分 .-- (性別意識
進階教材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5457-18-1 (平裝)
1.性別平等 2.性別角色 3.人權政策
544.7
老司機揪上車!日本風俗店考察團 /
全國風俗研究會採訪.編集 ; 蘇聖翔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6-1 (平裝) NT$320
1.特種營業 2.日本 544.767
白雪公主與七老人 : 與年長雙親的
相處之道 / 平松類著 ; TSUDA YUMI
繪 ; 劉好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書
泉,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7-6 (平裝) NT$300
1.老年 2.生活指導 544.8
斜槓大人 : 第三人生必備的 30 堂課 /
魏惠娟, 王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8 .-- 288 面; 21 公
分 .-- (大齡人生 ; 12) .-- ISBN 978-9865510-32-9 (平裝) NT$350
1.老年 2.生活指導 544.8
論 老 年 / 西 蒙 . 德 . 波 娃 (Simone de
Beauvoir)著 ; 邱瑞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
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89397-3 (全套:平裝) NT$900
1.老年 544.8
論 老 年 / 西 蒙 . 德 . 波 娃 (Simone de
Beauvoir)著 ; 邱瑞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宴文化發

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89398-0 (全套:精裝) NT$1050
1.老年 544.8

ISBN 978-957-511-375-9 ( 平 裝 )
NT$580
1.社會福利法規 2.社會安全 547.7

創齡同行樂 : 大同醫院.在地安老.創
新長照 / 陳彥旭等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
營), 10907 .-- 144 面; 24 公分 .-- (大同
長照叢書 ; 4) .-- ISBN 978-986-541671-3 (平裝) NT$320
1.老人養護 2.老人福利 544.85

社會法之理論與應用 / 鍾秉正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89 (第 2 冊:平裝) NT$350
1.社會福利法規 2.論述分析 547.7

地底城市 : 你不知道的神秘隧道與
空 間 系 統 / 馬 克 . 歐 文 登 (Mark
Ovenden)著 ; 楊詠翔, 吳琪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1-0 (平
裝) NT$650
1.都市地理學 545.1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 / 班. 格林
(Ben Green)著 ; 廖亭雲譯 .-- 初版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08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592-8-8 (平裝) NT$420
1.都市發展 2.生活科技 3.資訊社會
545.1
臺北城探尋三四事 / 林君成編著 .-初 版 .-- 臺 中 市 : 奇 果 創 新 國 際 ,
10908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2-7 (平裝) NT$300
1.都市發展 2.歷史地理 3.臺北市
545.1933
圖解社會工作研究法 / 陳思緯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84 (平裝) NT$450
1.社會工作 2.研究方法 547.031
好家再有你 = All because of you / 李
威龍,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編輯小組文字 .-- 初版 .-臺中市 : 家扶基金會, 10907 .-- 200 面;
20 公分 .-- (兒童福利叢書 ; 57) .-ISBN 978-986-96895-1-9 (平裝)
1.兒童福利 2.兒童保護 3.安置輔導
4.社工人員 547.51
社政法典 / 張庭主編 .-- 十三版 .-- [臺
北市] : 一品, 10908 .-- 9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8696-8-3 (平裝)
NT$550
1.社會福利法規 2.社會政策 547.7
社會法 / 吳明孝等作 ; 台灣社會法與
社會政策學會主編 .-- 三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9 .-- 544 面; 23 公分 .--

屹立 : 愛的力量十年友成 / 蔡舒湉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 10907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4-0-7 (平裝)
NT$360
1.社會企業 2.公益團體 547.9
心罪不宣 : 不得而知的內在惡意 / 陳
建安作 ; 姜惟清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9 .-- 40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35-0 (平裝)
1.犯罪心理學 548.52
閃電崩盤 : 一兆美元的真相!全球追
捕,史上最神祕的金融罪犯 / 連恩.范
恩(Liam Vaughan)著 ; 葉妍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列 ; 205) .-- ISBN
978-986-134-363-1 (平裝) NT$300
1.薩勞(Sarao, Navinder Singh) 2.金融
犯罪 3.金融危機 4.證券交易所 5.美
國 548.545
明善 / 王錦賜作 .-- 臺中市 : 臺灣更
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118-3-4 (平
裝)
1.更生保護 2.文集 548.7807
衛 生福 利部國 民年 金監理會 年報 .
108 = Annual report national pension
super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9 / 衛生福利部
國民年金監理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衛福部, 109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9-48-4 ( 平 裝 )
NT$300
1.國民年金 2.年金保險 548.933
毛澤東全方位解剖 / 蘆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冊 .-- ISBN 978-986-5526-77-1 (上冊:
平裝) NT$680 .-- ISBN 978-986-552678-8 (下冊:平裝) NT$680
1.毛澤東 2.學術思想 549.4211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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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一部經濟學 : 從你出生到
結婚、從你生子到年老,經濟學無所
不在! / 婁飛鵬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0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8-6 (平裝) NT$280
1.經濟學 550
巧妙操縱人心的非理性 經濟學話題
/ 神樹兵輔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37 (平裝) NT$320
1.經濟學 2.通俗作品 550
經濟學 / 高翠玲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8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237-7 (下冊:
平裝)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完全攻略 / 王志成編著 .-- 第
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9-4 (平裝)
1.經濟學 550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韋
伯(Max Weber)著 ; 康樂, 簡惠美譯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27 (平裝) NT$600
1.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學術
思想 3.宗教倫理 4.資本主義
550.1858
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 : 一個臥底經
濟學家,完美破解 /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 任友梅, 尤傳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早安財經文化,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早安財經講堂 ;
91) .-- ISBN 978-986-98005-9-4 (平裝)
NT$400
1.經濟史 2.消費者教育 550.9407
俗世哲學家 : 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
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er)著 ;
唐欣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Discourse ;
36) .-- ISBN 978-986-477-896-6 (平裝)
NT$450
1.經濟學家 2.傳記 3.經濟思想史
550.99
圖解個體經濟學 / 菅原晃著 ; 傅莞云
翻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1-6 (平裝) NT$350
1.個體經濟學 551
*「美中貿易戰」下政府因應策略之
檢視與展望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9-5 (平裝)
NT$400
1.中美經貿關係 2.經濟政策 3.臺灣
552.2
大陸經濟與兩岸經貿 / 高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2-0 (平
裝) NT$550
1.經濟發展 2.經濟改革 3.兩岸經貿
4.中國 552.2
美中衝突下中國大陸產經發展剖析
= China's economy & industry / 陳子昂
等 作 .-- 臺 北 市 : 資 策 會 產 研 所 ,
109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99-2 (平裝) NT$12000
1.經濟發展 2.產業發展 3.中國大陸
研究 552.2
地域產業 OTOP 的未來 / 許文志, 張
李曉娟, 吳俊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6-1 (平裝) NT$250
1.區域開發 2.經濟發展 3.產業政策
552.3
寫給凡夫俗子的地區再生入門 / 木
下齊著 ; 林書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藝術
叢書 ; FI1051) .-- ISBN 978-986-235858-0 (平裝) NT$42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日本
552.31
地方個性 : 創造地域生活感的人與
事 / 董淨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
帖 ; 1) .-- ISBN 978-986-98980-1-0 (平
裝) NT$35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臺
灣 552.33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 : 何培鈞的九
個創生觀點 / 何培鈞, 楊麗玲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工作生
活 ; BWL079) .-- ISBN 978-986-553541-4 (平裝) NT$350

1.產業政策 2.創意 3.創業

552.33

土地建築開發「實務*攻略」 / 王啟
圳, 陳尚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8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197-0 (平裝)
NT$450
1.國土規劃 2.國土利用法規 3.土地
開發 553.11

功 ; 81) .-- ISBN 978-957-9314-62-6 (平
裝) NT$320
1.不動產業 2.仲介 3.銷售 554.89
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 2 / 丁丁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665-8 (平裝) NT$400
1.不動產業 2.通俗作品 554.89

智慧財產權入門 / 趙晉枚等合著 .-十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72 (平裝) NT$580
1.智慧財產權 553.4

超強房地產行銷術 / 陳世雷, 吳家德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9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8-3 (平裝) NT$400
1.不動產業 2.銷售 554.89

智慧財產權法 / 謝銘洋著 .-- 十版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4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11-383-4 (平裝)
NT$480
1.智慧財產權 2.論述分析 553.433

30 週年會慶特刊 / 台灣區流體傳動
工業同業公會作 .-- 新北市 : 台灣區
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10907 .-- 1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12-05 (精裝) NT$990
1.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555.06

企 業 國 際 購 併
= Corporate
international M & A / 林烱垚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907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09-5 (平
裝)
1.企業合併 2.企業策略 553.73
土地法規 / 許文昌主編 .-- 12 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9 .-- 13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511-382-7 (平裝)
NT$600
1.土地法規 554.133
地政常用法規彙編. 109 年版 / 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編 .-- 臺北市 : 北市地
政局,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459-12-3 (全套:精裝) NT$235
1.土地法規 554.133
不動產登記 / 黃健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4-2 ( 平 裝 )
NT$500
1.土地登記 2.不動產 554.283
REIT's 2.0 : 後疫情時代不動產投資
攻略 / 元大投信團隊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經濟日報,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投資理財 ; 45) .-- ISBN 978986-98756-2-2 (平裝) NT$32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一出手就成交 : 紐約 TOP 1 銷售高手
「賣爆」全美的終極銷售術大公開!
/ 萊恩.塞爾漢(Ryan Serhant)作 ; 林師
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邁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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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小六法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資
策會, 10909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0-5 (精裝) NT$560
1.工業法規 555.433
專技高考 : 工業安全技師歷屆考題
彙編 / 蕭中剛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1-8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職業安全 / 蕭森玉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32-37-6 (平裝)
NT$300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性別勞動統計. 108 年 / 勞動部編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動部, 10907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185-2 (平裝) NT$200
1.勞動力統計 2.性別 556.5028
為孩子奮鬥的決心 / 凱拉許.沙提雅
提(Kailash Satyarthi)作 ; 程敏淑譯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828-2 (平裝)
NT$420
1.童工 2.勞動問題 3.兒童保護 4.人
權 5.印度 556.52
就業安全法理論與實務 / 楊通軒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37 (平裝) NT$500
1.勞動法規 2.勞工就業 3.論述分析
556.84
全力衝刺 : 優步面臨的挑戰 / 麥克.伊
薩克(Mike Isaac)著 ; 林錦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方向 ; 70) .-- ISBN 978986-248-909-3 (平裝) NT$480
1.優步(Uber(Firm)) 2.運輸服務 3.電
子商務 4.企業經營 557
交通行動服務(MaaS)示範建置計畫.
(2/2) / 劉方旗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8 .-- 2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78-0 (平裝)
NT$330
1.運輸系統 2.運輸規劃 557
陸路運輸業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
放推估及評估指標研析. (2/2) / 楊伊
萍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
研所, 10908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76-6 (平裝) NT$350
1.運輸管理 2.能源節約 557
應用人工智慧(AI)影像辨識技術進
行交通數據蒐集與分析之研究 / 林
良泰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運研所, 10908 .-- 2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179-7 ( 平 裝 )
NT$280
1.交通管理 2.人工智慧 557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成效研
析 / 鍾志成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8 .-- 36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77-3 (平裝)
NT$420
1.交通管理 2.能源節約 557.15
交通事故處理程序實用版 / 柯育奇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5-7 (平裝) NT$220
1.交通事故 2.交通法規 557.16
*軌道系統興建管理 / 林仁生編著 .-高雄市 : 亞立欣科技, 10907 .-- 25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47-1-8 (平
裝) NT$600
1.鐵路管理 2.運輸系統 557.23
地圖圖解京急沿線 / 岡田直作 ; 許郁
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8-4 (平裝) NT$350
1.鐵路 2.日本東京 557.2631

載客船舶航行作業相關危險情況資
料調查蒐集服務 / 陳希敬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8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80-3 (平裝) NT$300
1.航運 2.運輸安全 3.調查統計
557.4
郵史研究. 第三十七期 = Postal history
research no.37 / 林茂興主編 .-- 臺北市 :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010-3-9 (精
裝) NT$1000
1.集郵 2.歷史 3.期刊 557.64505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規則」架
構之研析 / 林聖超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8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75-9 (平
裝) NT$320
1.交通號誌 2.標示系統 3.交通管理
557.822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個案
分析與創業企劃書. 2020 / 吳翔凌等
作 ; 廖明坤總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
大學國貿系, 10907 .-- 2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629-394-8 (平裝)
1.國際貿易 2.企業管理 3.文集
558.07
公司與幕府 : 荷蘭東印度、日本和
台灣 / 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著 ;
陳信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遠足文化, 10908 .-- 512 面; 21 公
分 .-- (左岸歷史 ; 312) .-- ISBN 978986-98656-9-2 (平裝) NT$550
1.荷蘭東印度公司 2.國際貿易史 3.
外交史 4.日本 5.荷蘭 558.09
國貿條規解說. 2020 = Incoterms. 2020
/ 余森林, 楊安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余森林出版發行 ; 新北市 : 弘揚
圖書經銷, 10907 .-- 411 面; 26 公分 .- ( 國 貿 叢 書 ) .-- ISBN 978-957-437837-1 (平裝) NT$580
1.國際貿易法規 558.2
國際貿易法規 / 方宗鑫著 .-- 修訂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890-7 (平
裝)
1.國際貿易法規 558.2
國際貿易實務 / 秦玲美, 李法興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技術高中

44

商業與管理群 .-- ISBN 978-986-385238-4 (第 4 冊: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圖解國貿實務 / 李淑茹著 .-- 五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71-3 (平裝)
NT$380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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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8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75-6 (平裝)
1.貨幣銀行學 561
圖解區塊鏈. 2, 通證經濟 / 徐明星, 李
霽月, 王沫凝原著 ; 吳嘉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32 (平裝)
1.金融管理 2.金融自動化 561.029
我們與億的距離 : 鈔票的真實價值,
以貨幣儲備定錨 / 劉華峰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
發行, 10907 .-- 2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86-5 (平裝)
NT$350
1.貨幣政策 561.18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重點整理+試
題演練) / 成琳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0-1 (平
裝)
1.洗錢防制法 561.2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百分百攻略 /
成琳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08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1-8 (平裝)
1.洗錢防制法 561.2
金融法析論 / 吳嘉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5-2 ( 平 裝 )
NT$360
1.金融法規 561.2
洗錢防制法大意一次過關 / 成琳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8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9-5 (平裝)
1.洗錢防制法 561.2

借錢 : 從利息、債務到金融商
品,2000 年的演變真貌 / 查爾斯.蓋斯
特(Charles R. Geisst)著 ; 蔣小虎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08 .-- 36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15-23-2 ( 平 裝 )
NT$550
1.高利貸 2.借貸 562.88
3 天搞懂理財迷思 : 衝出投資迷霧,提
升理財知識,不被產品話術灌迷湯! /
梁亦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0909 .-- 216 面; 23 公分 .-- (圖解
筆記 ; 18) .-- ISBN 978-986-248-905-5
(平裝) NT$320
1.理財 2.投資 563

ISBN 978-986-5535-45-2 ( 平 裝 )
NT$450
1.個人理財 563
實現財務自由的被動收入計畫 : 買
股、聯盟行銷、斜槓、電商......讓錢
幫你賺錢的七大類方法,不再用時間、
勞力換取金錢 / 南丁格爾-科南特集
團(Nightingale-Conant)著 ; 葉婉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302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1) .-- ISBN 978-986-507-174-5 (平裝)
NT$35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有錢人都在做的 100 件事 : 小改變累
積 大 財 富 / 尼 格 爾 . 康 貝 朗 (Nigel
Cumberland)著 ; 戴至中譯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big ; 336) .-- ISBN 978-95713-8321-7 (平裝) NT$35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慢慢致富 : 告別「金錢焦慮」,77 天
思考練習不再害怕負債、低薪、沒
工作,打造財務幸福循環 / 喬納森.克
雷蒙(Jonathan Clements)著 ; 梁東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8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9-0-6 (平裝)
NT$320
1.個人理財 563

投資贏家的領息創富術 : 穩穩領,月
月配,年年加薪 7%賺不停 / 郭俊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6-6 (平裝) NT$380
1.理財 2.投資 563

寫給女孩的理財入門 : 不用嫁入豪
門也可以年薪百萬 / 梁夢萍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1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6-2 (平裝) NT$280
1.個人理財 2.女性 563

阿斯匹靈的財務思維課 : 排除大腦
中的貧窮因子,讓你從原點出發構建
理財基本功,提早 FIRE / 阿斯匹靈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40-4 (平裝)
1.個人理財 2.投資技術 563

讓自己化身財神 : 信神信佛,不如信
奉理財術 / 喬友乾, 才永發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80-1 (平裝) NT$350
1.個人理財 563

從零開始的小資理財術 / 雀兒喜.費
根, 蘿倫.費.哈格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75-7 (平裝)
1.理財 2.投資 563
基礎理財規劃 : 系統、案例與實作 /
林容竹, 林澍典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8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3-5 (平
裝)
1.理財 2.投資 563
會走路的錢 / 貝版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09) .--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 股神唯一授權,
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 傑瑞米.米勒
(Jeremy Miller)著 ; 許瑞宋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36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15) .-ISBN 978-986-398-582-2 ( 平 裝 )
NT$450
1.投資 563.5
順勢交易 : 多空策略實作指引 / 安德
魯.亞伯拉罕(Andrew Abraham)作 ; 黃
嘉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907 .-- 312 面; 21 公分 .-- (寰宇投資
策略 ; 447) .-- ISBN 978-986-97985-9-4
(平裝) NT$450
1.投資分析 2.投資技術 563.5
資本市場與證券法學新思維 =
Capital market and new think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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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law / 劉連煜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劉連煜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總
經銷, 10909 .-- 424 面; 23 公分 .-- (公
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 ; 6) .-- ISBN
978-957-43-7859-3 (平裝) NT$550
1.證券法規 2.論述分析 563.51
證券法規與市場 / 吳崇權著 .-- 第五
版 .-- 臺北市 : 吳崇權出版 : 證券期
貨基金會經銷, 10908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38-8 (平裝)
NT$260
1.證券法規 2.證券市場 563.51
壯闊東協 台商雄起 : 東協台商一千
大調查. 2020 / 馮建棨等採訪撰稿 ;
梁寶華總編輯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
數位, 10907 .-- 168 面; 28 公分 .-- (東
協台商千大系列 ; YS00D01) .-- ISBN
978-986-6844-19-5 (平裝) NT$220
1.國外投資 2.企業經營 3.東南亞
563.528
51 張 K 線圖,輕鬆破解股票何時該賣
或買? / 王志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38-1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温首盛獨創「黃綠紅海撈操作法」 :
揭開股價漲不停的祕密 / 温首盛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
邦文化, 10908 .-- 40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8797-6-7 ( 平 裝 )
NT$4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日本股神的訊號判讀教室 : 上完這
堂課,讓你攻守自如、多空都賺 / 相
場師朗作 ; 張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44) .-- ISBN 978957-9054-69-0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年年 18%,一生理財這樣做就對了 /
施昇輝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商
業思潮 ; 105) .-- ISBN 978-986-398580-8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傳家寶 / 股市影武者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股市影武者, 10909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5-7 (平裝) NT$50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勝率 90%的空單線圖 : 10 分鐘找出
大盤與個股的下跌徵兆! / 陳韋翰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Money)(優
渥 叢 書 ) .-- ISBN 978-957-8710-87-0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 十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8 .-- 5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47 (平裝)
1.保險學 563.7
贏在機制 : 邁向保險多功能的年代 /
胡興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誌成文
化,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企管
銷售 ; 43) .-- ISBN 978-986-91737-6-6
(平裝) NT$480
1.保險行銷 563.7

余英時的香港情懷 : 文化與政治層
面的探析 / 李顯裕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10907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0-1-7 (平裝) NT$200
1.余英時 2.政治思想 3.香港問題
570.92

人身保險核保與理賠 / 呂廣盛著 .-四版 .-- 臺北市 : 呂廣盛出版 : 三民
經銷, 10908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9-0 (平裝) NT$700
1.人身保險 2.保險理賠 563.74

地緣政治經濟之爭奪戰 : 中國大陸
在非西方世界攻城掠地? / 蔡東杰等
合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一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2-169-0 ( 平 裝 )
NT$380
1.地緣政治 2.政治地理學 3.文集 4.
中國 571.15

藝文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 文化部, 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策劃.編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942 (平裝) NT$10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3.藝文
活動 564.72023

VOTE 全民投票 : 送給全民的禮物 /
劉承武, 張凱鈞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諦文學, 文明人權服務協會,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文明人權
服務協會法律書系列) .-- ISBN 978986-93503-2-7 (平裝) NT$199
1.公民投票 572.63

企業營運節稅帳本 / 林隆昌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節稅法律實用系列 ;
12) .-- ISBN 978-957-485-486-8 (平裝)
NT$420
1.節稅 2.營業稅 3.印花稅 4.營利事
業所得稅 567.073

公共政策 : 現象觀察與實務操作 =
Public policy : observations and knowhow / 羅清俊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揚
智文化, 10908 .-- 46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98-349-2 ( 平 裝 )
NT$520
1.公共政策 572.9

獨孤求敗贏在修正的股市操盤絕技 /
獨孤求敗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今周
刊,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投資
贏家系列 ; IN10041) .-- ISBN 978-9579054-66-9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呂旭明會計師教您如何節稅致富與
跨境傳承 / 呂旭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哈佛人, 10908 .-- 600 面; 21 公分 .- (KEDP 叢書 ; 11) .-- ISBN 978-9865807-07-8 (平裝) NT$800
1.節稅 2.財產繼承 3.問題集
567.073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鐵路特考)
/ 白崑成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72-5 (平裝)
1.行政管理 2.事務管理 572.9

證券投資實務基礎 / 詹昆樺, 企劃部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曜財經資訊,
10908 .-- 2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258-1-8 (平裝) NT$250
1.證券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不動產稅法 vs.節稅實務 / 黃志偉編
著 .-- 第 4 版 .-- 臺北市 : 大日, 10908 .- 560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76) .-- ISBN 978-957-8418-82-0 (平裝)
NT$590
1.直接稅 2.稅法 3.節稅 567.2023

傳奇股神的交易智慧 : 多空雙賺的
纏論 K 線分析 / 培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 10910 .-- 608 面; 23 公
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43) .-- ISBN
978-957-9054-70-6 (平裝) NT$6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經濟學博士教你 美股存股課 : 他如
何短短 3 年,投資超微、星巴克獲利
10 倍? / 洪哲雄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Money ;
29) .-- ISBN 978-957-8710-93-1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期貨交易 3.投資分析
563.53

IFRS、利率與匯率風險將如何改變
保險公司的經營? / 張士傑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3-107-1 (精
裝)
1.保險業管理 2.保險財務 3.財務管
理 563.7
保 險 學 : 理 論 與 實 務 =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 theory and
practice / 凌氤寶, 康裕民, 陳森松著 .-

政治
中港新感覺 : 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 /
黃宗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578-4 (精裝)
1.政治社會學 2.文集 57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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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年報. 108 年 =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nual report. 2019 / 內政部移
民署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移民署,
10907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09-0 (平裝) NT$500
1.內政部移民署 573.29061
考銓制度 / 許道然, 林文燦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8-5 (平
裝) NT$500
1.考銓制度 573.4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桃園市選舉實錄 / 桃園市
選舉委員會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
市選委會, 10908 .-- 82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57-17-4 (平裝附光
碟片) NT$700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桃園市
573.5521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臺北市選舉實錄 / 臺北市
選舉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
市選委會, 10908 .-- 1107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9-8 (精裝附光
碟片) NT$730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臺北市
573.5521
*中國革命的道路 : 論解放後兩條路
線的鬥爭 / 金寶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批判與再造社,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2615-3-2 (平
裝) NT$150
1.中國大陸研究 2.社會主義 3.資本
主義 574.1
治理系說. 卷二, 臺灣的地方治理 / 紀
俊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46-3 (平裝) NT$580
1.地方自治 2.地方法規 575.19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東區朝陽里、
東區義教里、東區過溝里第 10 屆里
長補選選務總報告 / 嘉義市選舉委
員會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選委
會, 10907 .-- 36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4-3 (平裝) NT$397
1.地方選舉 2.嘉義市 575.33/126.3
高雄市左楠區市議員選舉研究 =
Study on the election of councillors in
Zunan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 楊天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10907 .-- 240 面; 23 公分 .-- (孫學研究
傑出博碩士論文叢書) .-- ISBN 978986-532-097-3 (平裝) NT$300
1.地方政治 2.地方選舉 3.民主化 4.
高雄市 575.33/131.3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 傅維廷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6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76-3 (平裝)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575.875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
要) / 傅維廷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7-0 (平
裝)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575.875

通識教育與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汪子錫, 呂豐足編輯 .-- 初版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10907 .-- 144 面; 29 公分 .-- 部分
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98280-24 (平裝) NT$300
1.通識教育 2.警察教育 3.文集
575.8807
我的老闆是總統 : 817 萬票的幕後小
英雄 / 陳冠穎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492) .-- ISBN
978-986-5535-39-1 (平裝) NT$380
1.元首 2.選舉 3.民主進步黨
576.334
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 : 全球化、
去全球化、民主、政體與民族,新冠
病毒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 / 伊凡.克
雷斯戴(Ivan Krastev)著 ; 劉道捷譯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Trend) .-- ISBN 978-957658-397-1 (平裝) NT$380
1.國際關係 2.國際政治 3.傳染性疾
病 578
最新國際關係地圖 : 視覺化國際關
係的 100 幅關鍵地圖 / 帕斯卡.博尼
法斯(Pascal Boniface)著 ; 李靜宜譯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
版基地發行, 10908 .-- 16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8567-66-5 (平裝)
NT$699
1.世界觀 2.政治地理學 3.國際政治
4.地緣政治 578
房間裡的大人 / 雅尼斯.瓦魯法克斯
(Yanis Varoufakis)著 ; 吳凱琳翻譯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8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4-19-7 (平裝)
NT$300
1.歐洲聯盟 2.國際經濟 3.希臘
578.1642
打碎中國野心 : 日本和台灣 / 日本戰
略研究論壇編 ; 林彥宏, 徐浤馨譯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08 .-250 面; 21 公分 .-- (台灣安保叢書 ;
7)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680-4 (平裝) NT$340
1.中華民國外交 2.中日關係 3.兩岸
關係 578.2
活美 : 外交.安全保障的現實主義 / 長
島昭久著 ; 王藍輝, 吳俊彥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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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08 .-- 206
面; 21 公分 .-- (台灣安保叢書 ; 8)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9-4 (平
裝) NT$260
1.外交政策 2.中日關係 3.中美關係
4.國際關係 578.31
兒童權利公約 CRC 兒少培力手冊 :
認識結論性意見與兒少報告 / 林宗
洧等文字作者 ; 葉大華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 10907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615-7-8 ( 平 裝 )
NT$150
1.國際人權公約 2.兒童保護 579.27

法律
法學與司法實務 / 王遠義等作 ; 黃筱
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法學
領航協會, 10909 .-- 4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61-0-1 ( 平 裝 )
NT$450
1.法學 2.文集 580.7
公主之死 :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
史 / 李貞德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文
明 叢 書 ) .-- ISBN 978-957-14-6885-3
(平裝)
1.中國法制史 580.92
中國法律史 : 比較法觀點 / 陳惠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3-3 (平裝) NT$400
1.中國法制史 2.文集 580.9207
什麼是法釋義學? : 以二次戰後德國
憲法釋義學的發展為借鏡 / 黃舒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科際整合法學叢書 ; 5) .-ISBN 978-986-350-407-8 ( 平 裝 )
NT$420
1.憲法 2.德國 581.43
月旦小六法 / 陳聰富主編 .-- 二十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19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9-7 (平
裝) NT$50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月旦簡明六法 / 黃榮堅等編 .-- 三十
一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1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80 (精裝) NT$85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法律與生活 / 劉瀚宇編著 .-- 四版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47-3 (平
裝) NT$43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最新綜合六法全書 / 陶百川等編纂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4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8877 (精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 林紀
東等編纂 .-- 9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9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2-1 (精裝) NT$98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3.判解
582.1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 黃昭元等編 .-四十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3-7 (平裝) NT$48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民法 / 郭振恭著 .-- 修訂十四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7-8 (平裝)
1.民法 584
民法概要 / 詹森林等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0-6 ( 平 裝 )
NT$650
1.民法 584
社科民法釋義學 = Interpreting private
law : a social scientific approach / 張永
健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3-8 (平裝) NT$580
1.民法 584
民事法理論與實務的新開展 : 陳志
雄律師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民法
研究基金會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 10908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9-0 (精裝) NT$520
1.民事法 2.文集 584.07
私 法 學 之 國 際 視 野 / Thomas
Ackermann 等合著 ; 政治大學法學院
民事法學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叢書 ; 105) .-ISBN 978-957-511-371-1 ( 平 裝 )
NT$380
1.民法 2.私法 3.文集 584.07

民法物權 / 謝哲勝著 .-- 修訂五版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83-9 (平裝)
1.物權法 584.2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 邱玟惠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1-9 (平
裝) NT$480
1.物權法 584.2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 吳志正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7-3 (平
裝) NT$560
1.債法各論 584.38
住宅租賃法律彙編 / 柯貴勝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9 .-- 397
面; 23 公分 .-- (物業管理 ; 1) .-- ISBN
978-986-346-308-5 (平裝) NT$480
1.租賃 2.住宅 584.385
民法親屬新論 /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
恭著 .-- 修訂十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0-9 (平裝)
1.親屬法 584.4
刑法總則 / 許澤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6-9 ( 平 裝 )
NT$600
1.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 / 王皇玉作 .-- 六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0-6 ( 平 裝 )
NT$730
1.刑法總則 585.1

民事訴訟法 / 李淑明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9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6-6 (第 2 冊:平
裝) NT$680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 姜世明著 .-- 12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2-6 (平
裝) NT$560
1.民事訴訟法 586.1
訴訟之協力與複雜訴訟 / 沈冠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376
面; 23 公分 .--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
書 ; 235) .-- ISBN 978-957-511-384-1
(精裝) NT$450
1.民事訴訟法 2.論述分析 586.1
刑事訴訟法 / 林鈺雄著 .-- 10 版 .-- 臺
北市 : 林鈺雄出版 : 新學林總經銷,
10909 .-- 冊 .-- ISBN 978-957-43-78579 (上冊:精裝) NT$700 .-- ISBN 978957-43-7858-6 (下冊:精裝) NT$700
1.刑事訴訟法 586.2
訴之聲明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實務
案例介紹 / 陳志雄, 陳信瑩, 陳容正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09 .-- 11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2-0 (精裝) NT$1200
1.書狀 2.司法文書 586.34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8 /
張熙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9-6 (平裝) NT$580
1.刑事審判 2.裁判 586.5

新刑法總則 / 林鈺雄著 .-- 8 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9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8-1 ( 精 裝 )
NT$850
1.刑法總則 585.1

我?!也能當法官 : 與陪審團的距離 /
台灣陪審團協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陪審團協會, 10907 .-- 2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23-0-1 (平
裝) NT$380
1.陪審 2.文集 586.5407

刑法分則 : 財產犯罪篇 / 古承宗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5-4 (平裝)
1.刑法分則 585.2

會計師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
三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8 .-- 16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696-76 (平裝) NT$580
1.商事法 587

沒收新制. 五 : 沒收實例解析 / 王士
帆等合著 ; 林鈺雄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0-4 (平裝)
1.經濟刑法 2.沒收 3.論述分析
585.73

公司法實例研習 / 曾淑瑜著 .-- 修訂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846 (平裝)
1.公司法 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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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 亭宣
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8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4-9 (平裝)
1.票據法規 587.4
行政法要義 / 李惠宗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9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0-2 ( 平 裝 )
NT$780
1.行政法 588
國家賠償法要義 / 李惠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3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52 (平裝) NT$500
1.國家賠償法 588.14
行政訴訟實務研討會實錄. 108 年度 /
最高行政法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最高行政法院,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1-9 (平
裝) NT$300
1.行政訴訟法 2.文集 588.1607
地方制度法釋義 / 劉文仕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8-3 (平
裝) NT$500
1.地方自治 2.地方法規 3.論述分析
588.22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 簡啟煜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81-0 (平
裝) NT$560
1.著作權法 2.個案研究 588.34
法院組織法 / 姜世明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490 面; 23 公
分 .-- (伊薩法學系列 ; 8) .-- ISBN 978986-5532-38-3 (平裝) NT$500
1.法院 589.2
雙重的牢獄 : 身心障礙收容人與綠
島獨居監禁案調查報告 / 王幼玲等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監 察 院 ,
10907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0-2 (平裝) NT$420
1.監獄 2.受刑人 3.人權 4.臺東縣綠
島鄉 589.81
尋找正義 : 一位聯邦檢察官的首度
告白,顛覆你心中的公平和真相 / 普
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著 ; 張國
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3-4 (平裝) NT$420
1.司法制度 2.社會正義 3.檢察官 4.
美國 589.952/5

軍事

史地總論

內政部役政署年報. 108 年 = National
Conscription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9 annual report / 蔡俊輝等
執行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內政部
役政署, 10907 .-- 16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0-11-3 ( 平 裝 )
NT$250
1.役政 2.中華民國 591.68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 王汎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908 .- 326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刊 ; 164) .- ISBN 978-986-98686-6-2 ( 平 裝 )
NT$380
1.史學史 2.史學家 3.近代史 4.中國
601.92

中共軍事戰略演進 / 麥克雷諾茲(Joe
McReynolds)編 ; 黃國賢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政務辦公室, 10907 .-331 面; 21 公分 .-- (軍官團教育參考
叢書 ; 664) .-- ISBN 978-986-5446-40-6
(精裝) NT$300
1.軍事戰略 2.國防政策 3.中國
592.492
從菜鳥新兵到 CEO : 地表最強商學
院 : 美國西點軍校的 22 堂課 / 溫亞
凡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0-0 ( 平 裝 )
NT$280
1.美國西點軍校(Western Point
Academy) 2.軍事教育 596.7
關鍵年代 : 空軍一九四九年鑑 = The
critical era: annual of R.O.C. Air Force in
1949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0907 .-- 421 面; 21 公分 .-- (民
國史料 ; 35) .-- ISBN 978-986-99288-78 (第 1 冊:平裝) NT$400
1.空軍 2.歷史 598.809
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第二十八屆 / 國防大學管理學
院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編輯 .-- 臺
北市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10908 .-冊 .-- ISBN 978-986-5446-41-3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5446-42-0 (下
冊:平裝)
1.國防軍備 2.軍事管理 3.文集
599.07
近現代間諜養成手冊 : 間諜工具 X
行動守則 X 保命之道 / 落合浩太郎
監修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7-2 (平裝)
1.情報 2.國防 599.72

史地/傳記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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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茲中國 :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
史論述 / 葛兆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596-8 (精裝) NT$600
1.史學 2.文集 607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 李若愚編著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1-1 (平裝) NT$540
1.地理資訊系統 609.029

中國史
不一樣的中國史. 5 : 從清議到清談,
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 / 楊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4-2 (平裝) NT$380
1.中國史 610
不一樣的中國史. 6 : 從世族到外族,
華麗虛無的時代-魏晉南北朝 / 楊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5-9 (平裝) NT$380
1.中國史 610
一本書讀懂史記故事 / 劉曼麗作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8 .-416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38) .- ISBN 978-986-392-323-7 ( 平 裝 )
NT$399
1.史記 2.歷史故事 610.11
古人和你一個樣 : 狹路相逢勇者勝,
人在江湖必須狠 / 陳深名, 金躍軍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375-4 ( 平 裝 )
NT$280
1.中國史 2.人際關係 3.通俗史話
610.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6, 魏晉南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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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450-1 ( 平 裝 )
NT$45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阿亮老師趣說中國歷史 : 遠古-秦漢 /
莊典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
文創, 10907 .-- 224 面; 22 公分 .-- (文
學書屋. 歷史文學 ; 壹) .-- ISBN 978986-98108-6-9 (平裝) NT$360
1.中國史 2.歷史故事 610.9
元代的士人與政治 / 王明蓀著 .-- 修
訂 一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2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1 冊) .-ISBN 978-986-518-261-8 (精裝)
1.元史 618
元明清時期入遷雲南的外來少數民
族移民研究 / 李和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四編 ; 第 17 冊) .-- ISBN 978-986-518267-0 (精裝)
1.移民史 2.少數民族 3.雲南省 618
中國五嶽嶽廟建築制度研究 / 楊博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
刊. 二四編 ; 第 18-19 冊) .-- ISBN 978986-518-268-7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269-4 (下冊:精裝)
1.寺廟 2.建築史 3.建築物構造 4.中
國 618
中國東南的歷史進程 / 周運中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6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
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264-9 (精裝)
1.中國史 2.華南地區 618
功臣禍首 : 北宋末內臣童貫事蹟考 /
何冠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冊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518-256-4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257-1 (下冊:精裝)
1.(宋)童貫 2.傳記 618
百越新史 / 周運中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5-16
冊) .-- ISBN 978-986-518-265-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266-3 (下
冊:精裝)

1.民族史 2.中國

618

宋代集市貿易興起及其成效(未定稿)
/ 張履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909 .-- 216 面; 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258-8 (精裝)
1.貿易 2.市場經濟 3.宋代 618
含英咀華 : 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 /
王明蓀著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518-259-5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260-1 (下冊:
精裝)
1.漢學史 2.宋遼金元史 618
河北佛教文化遺存及其旅遊資源的
開發利用 / 崔紅芬, 文志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冊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
編 ; 第 20-21 冊) .-- ISBN 978-986-518270-0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71-7 (下冊:精裝)
1.佛教史 2.文化遺址 3.旅遊業管理
4.河北省 618
明清旌表制度研究 / 楊陽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188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
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518-263-2 (精裝)
1.明清史 2.中國文化 3.封建社會 4.
社會制度 618
唐代貶謫制度與相關文體研究 / 段
亞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古代
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255-7 (精裝)
1.官制 2.懲戒 3.唐代 618
唐代學官研究 / 董坤玉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253-3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54-0
(下冊:精裝)
1.教育史 2.官學 3.唐代 618
陣法與身體 : 晚明軍事文化中的鴛
鴦陣 / 吳承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4 面; 26 公
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
編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262-5 (精裝)
1.軍事文化 2.明代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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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墠文化考 : 敬天與法祖思想的禮
俗和沿革 / 俞美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
四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251-9 (精裝)
1.禮俗 2.祭祀 3.文化史 4.中國 618
魏晉南北朝地理與政局研究 / 周運
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2 面; 26 公分 .-- (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 ; 第 2 冊) .-ISBN 978-986-518-252-6 (精裝)
1.歷史地理 2.政治地理學 3.魏晉南
北朝史 618

中國斷代史
穀梁注疏及補正 / (晉)范寧集解, (唐)
楊士勛疏, (清)阮元等撰 .-- 三版 .-- 臺
北市 : 世界, 10907 .-- 482 面; 26 公分 .- (中國文化經典. 經學叢書) .-- ISBN
978-957-06-0586-0 (平裝) NT$820
1.穀梁傳 2.注釋 621.722
*左傳弒君者之夢的解析 / 朱文章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林國際教育,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557-9-2 (平裝) NT$600
1.左傳 2.研究考訂 621.737
大唐帝國的遺產 : 胡漢統合及多民
族國家的形成 / 朴漢濟著 ; 郭利安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0909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3-4 (平裝) NT$500
1.唐史 2.邊疆民族 3.漢族 624.1
明清國家檔案 : 那些影響歷史發展
的重大案件 / 楊忠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29) .-- ISBN 978-986-99045-7-5 (平裝)
1.明清史 626
乾隆大傳 / 關河五十州作 .-- 初版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8 .-- 480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13) .-- ISBN 978-986-99045-6-8 (平裝)
NT$480
1.清高宗 2.傳記 627.4
悲歡離合四十年 : 白崇禧將軍與蔣
介石. 下冊, 台灣歲月 / 白先勇, 廖彥
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285) .-- ISBN 978-957-13-8293-7
(平裝) NT$350
1.民國史 628
悲歡離合四十年 : 白崇禧將軍與蔣
介石. 中冊, 國共內戰 / 白先勇, 廖彥
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284) .-- ISBN 978-957-13-8292-0
(平裝) NT$400
1.民國史 628
20 世紀前半期兩湖地區的土地關係
及農家經濟 / 林源西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
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4-5
冊) .-- ISBN 978-986-518-109-3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10-9 (下
冊:精裝)
1.農業史 2.中國 628.08
民國時期國立大學招生研究 / 李濤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112-3 (精裝)
1.高等教育 2.教育制度 3.入學考試
628.08
抗戰研究十五講 / 李常寶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92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
研究. 十一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113-0 (精裝)
1.中日戰爭 2.歷史 628.08
抗戰時期陪都重慶警政改革研究 /
李秉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184 面; 26 公分 .-- (民
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114-7 (精裝)
1.中日戰爭 2.警政史 628.08
近代回族文化運動 / 丁明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冊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10-11 冊) .-- ISBN 978-986-518-1154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16-1 (下冊:精裝)
1.回族 2.文化史 628.08
南京國民政府東北政務委員會研究 :
訓政時期國民黨政權整合失敗的制
度因素 / 佟德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歷
史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1-2 冊) .-ISBN 978-986-518-106-2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07-9 (下冊:精裝)

1.南京國民政府 2.民國史

628.08

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 / 化國
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2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
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108-6 (精裝)
1.張彭春 2.人權 3.中國 628.08
創榛闢莽 : 上海商品檢驗局研究
(1929-1937) / 高忠芳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
一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111-6 (精裝)
1.上海商品檢驗局 2.歷史 628.08
中國大陸概論 / 王信賢等著 ; 王信賢,
寇健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50-8 (平裝) NT$450
1.中國大陸研究 2.中華人民共和國
628.7

中國文化史
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 : 園林遊憇、
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 / 盧建榮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暖 暖 書 屋 文 化 ,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2-3 (平裝) NT$400
1.唐代 2.宋代 3.文化史 634
如果故宮會說話 / 楊原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52) .-- ISBN 978957-13-8325-5 (平裝) NT$420
1.生活史 2.宮廷制度 3.晚清史 636
流轉的紫禁城 : 世界史視野下的明
清宮廷文化 / 王一樵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328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52) .-- ISBN 978-95713-8320-0 (平裝) NT$380
1.文化史 2.宮廷制度 3.明清史 636

中國外交史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 中華民國
對 日 和 約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The
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 363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ISBN
978-986-99288-5-4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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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關係 2.外交史 3.史料

643.1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 金山和約
與 中 日 和 約 的 關 係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 230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
料) .-- ISBN 978-986-99288-2-3 (平裝)
NT$330
1.中日關係 2.外交史 643.1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 戰爭賠償
與戰犯處理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war
reparations and war criminals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243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ISBN
978-986-99288-1-6 (平裝) NT$330
1.戰爭賠償 2.中日關係 3.外交史
643.1

中國地方志
馬祖文化年鑑. 2019 / 連江縣政府文
化處執行 .-- 初版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縣府, 10907 .-- 7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8-51-8 (平裝)
1.文化 2.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世界史地
不負責歷史課 : 刷新三觀的懸案八
卦 / 陳深名,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7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4-0 (平裝) NT$350
1.世界史 2.通俗史話 711
民族發明學講稿. 1 : 叛逆的巴爾 : 從
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瓦
解 / 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0-3 (平裝) NT$500
1.世界史 2.民族史 711
民族發明學講稿. 2 : 波羅的海的反
動 : 對抗拿破崙,德國的浪漫主義與
歐洲邊疆語言民族國家的演變 / 劉
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1-0 (平
裝) NT$500
1.世界史 2.民族史 711
這個謎,無解 : 細思極恐的 57 則世界
謎團 / 潘于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0-9
(平裝) NT$320
1.世界史 2.通俗史話 711
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 / 山崎
圭一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Graphic
Times ; 18) .-- ISBN 978-986-384-443-3
(平裝)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糟糕世界史 : 潮讀 45 位名人反差,帶
你一次上手世界史! / 本村凌二監修 ;
歐兆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 10909 .-- 184 面 ; 21 公 分 .-(iTHINK ; 7) .-- ISBN 978-957-658-3964 (平裝) NT$380
1.世界史 2.傳記 711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 Samuel
P. Huntington 著 ; 黃裕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440 面; 21 公
分 .-- (全球視野 ; 9) .-- ISBN 978-95708-5581-4 (平裝)
1.國際關係 2.政治 3.文化研究 4.世
界史 712.8
世界現代史 / 王曾才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89-1 (上冊:平裝)
1.世界史 2.現代史 712.8
狙殺太陽旗 : 美國原子彈如何擊潰
大 日 本 帝 國 / 比 爾 . 歐 萊 利 (Bill
O'Reilly), 馬汀.杜格(Martin Dugard)著 ;
莊逸抒, 劉曉同, 劉彥之譯 .-- 初版 .-新北市 : 燎原出版,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82-5-2 (平
裝) NT$48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太平洋 3.戰役
712.84
也許生命沒有一種絕對 : 走向世界
盡頭的 1460 天 = Life doesn't have a
kind of certainty / 許恆康(康康)作 .-初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化, 10908 .-320 面; 21 公分 .-- (輕旅行 ; 8) .-- ISBN
978-986-97606-4-5 (平裝) NT$350
1.遊記 2.世界地理 3.旅遊文學 719

內在與外在的自然與藝術 : 靈性與
藝術的探索與旅行 / 普蘭瑪(Prema),
阿里斯(Aris)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黑水溝文化,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0-0-8 ( 平 裝 )
NT$150
1.旅遊文學 2.繪畫 719
非比尋常 : 北非、加勒比海 / 王秋今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樂活誌 ;
65) .-- ISBN 978-986-5526-67-2 (平裝)
NT$30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頂級鐵道之旅 / 梁旅珠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7-3 (平
裝)
1.火車旅行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你一定愛看的日本史 / 傅力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1) .-- ISBN
978-986-392-322-0 (平裝) NT$300
1.日本史 731.1
看見不一樣的日本 : 講求美學的獲
勝之道,不讓座是怕被婉拒......野島
剛的 40 種文化思索與觀察 / 野島剛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94-4 (平裝) NT$300
1.風俗 2.社會生活 3.文化研究 4.日
本 731.3
琉球史料彙編 : 琉球國志略 續琉球
國志略 / 赤嶺守, 陳龍貴, 趙沂芬文字
撰 述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故 宮 ,
10908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62-835-2 (精裝)
1.史料 2.日本沖繩縣 731.7885
我被幼稚園錄取了 : 畫說日本打工
度假日常 / 依筆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6-386-7 (平裝)
1.旅遊 2.副業 3.日本 731.9
我要去平壤! : 2019 北朝鮮真實遊記
/ 鄭在娟著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54) .-- ISBN 978-986-99083-2-0 (平裝)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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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遊記 2.北韓

732.9

曼谷芭堤雅自由行懶人包攻略 / 陳
秉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陳秉紘,
10909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24-1 (平裝) NT$350
1.旅遊 2.泰國曼谷 3.泰國芭堤雅
738.2719

臺灣史地
陳慶芳文集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
市 : 半線文教基金會, 10907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237-1-2 (精
裝) NT$690
1.臺灣研究 2.臺灣史 3.文集 733.07
當代臺灣本土大眾文化. 卷一, 雙源
匯流與互動開展精選集 / 江燦騰, 林
慶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090-9 (平裝) NT$580
1.臺灣研究 2.臺灣文化 3.文集
733.07
<<原語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及其故
事研究 / 江欣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0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八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188-8 (精裝)
1.臺灣原住民 2.民間故事 733.08
文化、詩話與族群想像 : 彰化文士
吳德功的文化視野與文化詩話學書
寫 / 林美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190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191-8
(精裝)
1.吳德功 2.臺灣文學 3.古典文學 4.
文學評論 733.08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新竹地區的客
家社會統治 : 以<<警友>>雜誌為例 /
陳俊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222 面; 26 公分 .-- (臺
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181-9 (精裝)
1.客家 2.民族文化 3.警察教育 4.日
據時期 5.新竹縣 733.08
宜蘭「文化立縣」的經驗及其民俗
過程 / 楊金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臺灣歷
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518-182-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83-3 (下
冊:精裝)
1.文化行政 2.文化產業 3.民俗 4.宜
蘭縣 733.08
威權體制下台灣電視競爭型態之研
究 : 以娛樂節目製播演變為中心
(1969-1975) / 邱心怡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
刊. 十八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186-4 (精裝)
1.電視經營管理 2.電視節目 3.臺灣
733.08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八編 ; 第 14-15 冊) .-- ISBN 978-986518-194-9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95-6 (下冊:精裝)
1.臺灣文學 2.民間故事 3.文學評論
733.08
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之興衰(19071970) / 黃儒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7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八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190-1 (精裝)
1.糖業 2.鐵路事業 733.08

清代巡臺御史詩歌研究 : 以張湄、
六十七、錢琦為中心的考察 / 鄭佩
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5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
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9 冊) .-ISBN 978-986-518-189-5 (精裝)
1.清代詩 2.詩評 733.08

豐原土地公信仰研究 / 洪岱筠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0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184-0 (精裝)
1.土地公 2.民間信仰 3.臺中市豐原
區 733.08

臺南中寮遺址出土陶瓷的歷史考古
學研究 / 郭聖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92 面; 26 公
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
八編 ; 第 16 冊) .-- ISBN 978-986-518196-3 (精裝)
1.古陶瓷 2.考古學 3.臺南市七股區
733.08

一本就懂台灣史 / 王御風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908 .-- 196 面;
23 公分 .-- (一本就懂 ; 8) .-- ISBN 978986-178-526-4 (平裝) NT$300
1.臺灣史 733.21

臺灣日治時期「蓬萊漆器」中原住
民題材作品研究 / 吳巧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196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185-7 (精裝)
1.漆器 2.日據時期 733.08
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 / 吳淑
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
輯刊. 十八編 ; 第 12-13 冊) .-- ISBN
978-986-518-192-5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193-2 (下冊:精裝)
1.臺灣文學 2.臺灣詩 3.文學評論
733.08
臺灣閩南諺語中的男性研究 / 林秋
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44 面; 26 公分 .-- (臺灣歷史
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 第 7 冊) .-ISBN 978-986-518-187-1 (精裝)
1.諺語 2.閩南語 3.臺灣 733.08
澎湖民間故事研究 / 姜佩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手繪台灣關鍵字 : 畫說. 1940-2020 =
Illustrated Taiwan keywords: a handdrawn history of 1940-2020 / 邱顯洵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寬文化工作
室,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98515-2-7 (平裝)
NT$800
1.臺灣史 733.21
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綱 / 陳三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08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15 (平裝) NT$300
1.臺灣史 733.21
臺灣歷史與文化 / 林翠鳳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248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17-1 (平裝) NT$500
1.臺灣史 2.臺灣文化 733.21
課綱中的臺灣史 / 吳學明等著 ; 陳鴻
圖編 ; 張曉蕊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 10908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05-3281-4 (平裝)
NT$500
1.臺灣史 2.中等教育 3.文集
733.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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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 / 鍾淑敏
著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臺灣史研究專刊 ;
3) .-- ISBN 978-986-5432-48-5 (精裝)
NT$60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華僑 4.東南
亞 733.28
自治之夢 : 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
灣民主運動 / 陳翠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20) .-- ISBN 978986-99072-5-5 (平裝) NT$38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臺灣民主運
動 733.28
受領證?降書?戰後台灣受降的來龍
去脈 / 顏伯川編述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08 .-- 7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624-7-9 (精裝) NT$750
1.臺灣史 2.戰爭 733.29
臺灣之春 : 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
胡慧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 10909 .-- 356 面; 21 公分 .-- (春山
之聲 ; 21) .-- ISBN 978-986-99072-7-9
(平裝) NT$400
1.臺灣史 2.戒嚴 3.臺灣民主運動
733.29
玉桂嶺、曉基地案 : 監察院調查報
告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317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4-36-4 ( 平 裝 )
NT$32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政治
733.2931
鹿窟事件 : 監察院調查報告 / 監察院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6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5-7 (平裝) NT$62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鹿窟事件紀念館案 : 監察院調查報
告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1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4-37-1 ( 平 裝 )
NT$15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清代府城馬兵營、小西門古文書契
集 / 池永歆, 吳建昇編著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8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29-0 (平
裝) NT$500

1.古文書 2.契約 3.史料 4.臺南市
733.73
跨時代契跡 : 台灣的古書契 / 臺中市
太平地政事務所編輯 .-- 臺中市 : 臺
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10907 .-- 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6-4 (平
裝)
1.古文書 2.契約 3.史料 4.臺灣
733.73
契文解字 : 解碼臺灣古文書 / 臺灣古
文書學會策劃 ; 劉澤民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4-2574 (平裝) NT$480
1.古文書 2.詞典 3.臺灣 733.7304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365-5-3 (平裝)
1.歷史 2.羅馬帝國 740.222

旅 行 文 學 ; 103) .-- ISBN 978-9865509-38-5 (平裝) NT$599
1.遊記 2.英國 741.89

如何當個文藝復興混蛋 / 露絲.古德
曼(Ruth Goodman)作 ; 葉織茵, 戴榕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09-7 (平裝) NT$400
1.文藝復興 2.西洋史 740.241

法式愛情 : 法國人獻給全世界的熱
情 與 浪 漫 / 瑪 莉 蓮 . 亞 隆 (Marilyn
Yalom)著 ; 何修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貓頭鷹書房 ; 459) .-- ISBN 978-986262-435-7 (平裝) NT$600
1.民族文化 2.社會生活 3.文化史 4.
法國 742.3

東歐諸國史. 下 / 李邁先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73-0 (平裝)
1.東歐史 740.73

臺北市史 : 昭和六年 / 田中一二著 ;
李朝熙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北市文
獻館, 10907 .-- 4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0-9 (平裝) NT$380
1.歷史 2.臺北市 733.9/101.2

永恆的凝望 : 天才閃耀的時代 / 謝哲
青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66 種)(謝哲青作品 ; 2) .-ISBN 978-957-33-3562-7 (平裝)
1.遊記 2.歐洲 740.9

台北城內寫真老照片 / 楊蓮福導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8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83-9 (精裝) NT$2500
1.人文地理 2.照片集 3.臺北市
733.9/101.4

英格蘭全史 / 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著 ; 黃中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910 .-- 冊 .-(Beyond ; 14) .-- ISBN 978-986-988909-4 (全套:平裝) NT$1500
1.英國史 741.1

*Tianmu life : 因為所以,喜歡這裡。 /
褚明仁文字創思 .-- 臺北市 : 士林開
發, 10907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309-0-1 (平裝) NT$60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臺北市士林區
733.9/101.9/101.4

論英國 19 世紀前期民主政治的發展
/ 呂進財著 .-- 屏東市 : 香遠, 10908 .-242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7-4-8 (平裝) NT$250
1.英國史 2.民主政治 741.2

關鍵 100 : 記憶高雄 / 王御風, 王興安,
莊建華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史
博館, 巨流,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8-3 ( 平 裝 )
NT$450
1.歷史 2.高雄市 733.9/131.2
道聽圖說畫湖西 / 呂澎澤作 ; 陳俊元
圖.文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局,
10908 .-- 24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427-29-0 ( 平 裝 )
NT$350
1.人文地理 2.漫畫 3.澎湖縣湖西鄉
733.9/141.9/111.4

歐洲史地
爺爺的筆記本. 第二十二集, 羅馬帝
國興亡史 / 李華陽(華陽鶴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李元綺工作室, 10908 .-

海客述奇 : 中國人眼中的維多利亞
科學 / 吳以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226 面; 19 公分 .-- (文
明 叢 書 ) .-- ISBN 978-957-14-6881-5
(平裝)
1.文化 2.英國 741.3
倫敦腔 : 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
引 = Londonphiles : footnotes of a great
city / 白舜羽, 魏君穎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 10908 .-1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59-2-5 (平裝) NT$330
1.文化觀光 2.旅遊文學 3.英國倫敦
741.719
到英國的理由 : 環大不列顛海岸遊
記 /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作 ; 胡洲
賢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49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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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史地
魔幻拉美. 1, 動盪中的華麗身影 / 陳
小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5) .-- ISBN 978-986-323-351-0 (平裝)
NT$350
1.區域研究 2.現代史 3.拉丁美洲
754

非洲史地
奈及利亞史 / 黃女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8 .-- 252 面; 21 公分 .- (國別史) .-- ISBN 978-957-14-6898-3
(平裝)
1.歷史 2.奈及利亞 764.11

傳記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5, 仁愛!南丁
格爾(奉獻一生的戰地護理天使) / 坂
本 KOU 漫畫 ; 連雪雅譯 .-- 初版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 (小野
人 ; 34) .-- ISBN 978-986-384-444-0 (精
裝)
1.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 2.傳記 3.漫畫 781.08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6, 和平!諾貝
爾(創立人類社會最高榮譽獎項的火
藥之王) / 文月鐵郎漫畫 ; 連雪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128 面; 23 公
分 .-- (小野人 ; 35) .-- ISBN 978-986384-445-7 (精裝)
1.諾貝爾(Nobel, Alfred Bernhard,
1833-1896) 2.傳記 3.漫畫 781.08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7, 膽識!伊莉
莎白女王一世(締造日不落帝國的榮
光女王) / 迎夏生漫畫 ; 連雪雅譯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128 面; 23 公
分 .-- (小野人 ; 36) .-- ISBN 978-986384-446-4 (精裝)
1.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1533-1603) 2.傳記 3.漫畫
781.08
醜小鴨也會變天鵝 : 譜寫瑰麗幻想
的安徒生 / 潘于真, 才永發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9-5 (平裝) NT$290
1.安徒生(Andersen, H. C., (Hans
Christian), 1805-1875) 2.傳記 781.08
紅顏不一定是禍水 : 顛覆歷史的十
大亂世美人 / 山陽, 金躍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7-1 (平裝) NT$350
1.女性傳記 2.中國 782.22
張愛玲的假髮 = The wigs of Eileen
Chang / 張小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424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88) .-- ISBN 978-957-138316-3 (平裝) NT$600
1.張愛玲 2.傳記 782.886
被偷走的骨灰甕 : 楊煉文學訪談錄 /
楊煉, 朱又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再現 ; HR042) .-- ISBN 978-98698885-1-6 (平裝) NT$340
1.楊煉 2.傳記 3.中國 782.887
陳寅恪別傳 / 劉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 10908 .-- 36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183-8 (平裝)
NT$580
1.陳寅恪 2.學術思想 3.傳記
782.887
錢鍾書傳 / 湯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08 .-- 512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19) .-- ISBN 978-98699072-6-2 (平裝) NT$580
1.錢鍾書 2.傳記 3.中國 782.887
文豪曾經來過 : 佐藤春夫與百年前
的臺灣 / 河野龍也, 張文薰, 陳允元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8 .-- 256 面; 23 公

分 .-- (Belong ; 4) .-- ISBN 978-98699381-0-5 (平裝) NT$420
1.佐藤春夫 2.傳記 3.文學評論
783.18
田開銓赴美接艦日記 = The diary of
Tien Kai-tsuan. 1944-1946 / 田開銓原
著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 200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
記 ; 39) .-- ISBN 978-986-99288-6-1 (平
裝) NT$300
1.田開銓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叫賣人生 / 叫賣哥(葉昇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 10909 .-176 面; 23 公分 .-- (書房 Study ; 9) .-ISBN 978-986-97766-9-1 ( 平 裝 )
NT$350
1.葉昇峻 2.自傳 783.3886
伊如陽光 / 李憶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水月系
列 ; 13) .-- ISBN 978-986-5726-94-2 (平
裝) NT$300
1.陳伊瑩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我在巴黎走台步 / 金禧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玩藝 ; 96) .-- ISBN 978957-13-8306-4 (平裝) NT$420
1.金禧 2.模特兒 3.自傳 783.3886
我的人生交響曲 : 陳永興七十自述 /
陳永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59-8 (平裝) NT$380
1.陳永興 2.自傳 3.醫師 783.3886
我所知道的李郁周 / 李國揚編著 .-屏東市 : 李國揚出版 ; 臺北市 : 蕙風
堂總經銷, 109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3-7 ( 平 裝 )
NT$300
1.李郁周 2.書法家 3.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臉書歲月 : 居士隨筆. 卷一, 一支
秃筆 / 楊敏盛著 .-- 桃園市 : 聯合醫
學基金會出版 : 盛弘醫藥發行會,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9975-4-3 (平裝)
1.楊敏盛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臉書歲月 : 居士隨筆. 卷二, 一個
老伴 / 楊敏盛著 .-- 桃園市 : 聯合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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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金會出版 : 盛弘醫藥發行,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9975-5-0 (平裝)
1.楊敏盛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臉書歲月 : 居士隨筆. 卷三, 一盤
圍碁 / 楊敏盛著 .-- 桃園市 : 聯合醫
學基金會出版 : 盛弘醫藥發行,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9975-6-7 (平裝)
1.楊敏盛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李常生七十自述 / 李常生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城 鄉 風 貌 工 作 室 ,
10907 .-- 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135-2-5 (平裝) NT$200
1.李常生 2.自傳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3)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3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88-3-0 (平裝)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5)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5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7 .-3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88-4-7 (平裝)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後山芥菜種 : 北方麻醬行負責人羅
采緹的人生奮鬥歷程 / 羅采緹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78 (平裝) NT$300
1.羅采緹 2.臺灣傳記 783.3886
眷村舊夢 / 劉先昌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劉先昌,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8-3 ( 平 裝 )
NT$300
1.劉先昌 2.回憶錄 3.眷村 783.3886
黃文生回憶錄 / 黃盟仁, 鄭嫣菱訪談 ;
鄭嫣菱文字整理 .-- 初版 .-- 臺南市 :
鄭嫣菱, 10907 .-- 135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885-2 ( 平 裝 )
NT$450
1.黃文生 2.回憶錄 783.3886

翻轉司法的奧德賽行旅 : 施茂林的
法律人生 / 施順冰, 陳建勝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7 .-- 4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9-38-3 (精
裝)
1.施茂林 2.臺灣傳記 783.3886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 胡頌平
編 著 .-- 二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0908 .-- 冊 .-- 增補版 .-- ISBN 978957-08-5594-4 (全套:精裝) NT$16500
1.胡適 2.年譜 783.3986
甘地 / C. F. Andrews 編 ; 向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7-9 (平
裝) NT$380
1.甘地(Gandhi, Mahatma, 1869-1948)
2.傳記 783.718
揭幕 :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莎士比
亞 / 潘于真,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2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0-2 (平裝) NT$299
1.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2.傳記 784.18
德意志歷史上最重要的 101 個人物 /
愛德嘉.沃夫倫(Edgar Wolfrum), 史蒂
芬.偉斯特曼(Stefan Westermann)著 ;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上林文化, 10907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83-7-6 (平
裝) NT$200
1.傳記 2.人物志 3.德國 784.38
來自未來的慈悲科學家 : 尼古拉.特
斯拉 : 足以讓十九世紀進步到 2050
的神人 / 珊朵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覺
醒科學 ; AS001) .-- ISBN 978-957-447343-4 (平裝) NT$280
1.特斯拉(Tesla, Nikola, 1856-1943) 2.
傳記 3.發明 4.靈修 785.28
來自美墨邊界的急件 : 一個前邊境
巡邏員的沈痛告白 / 方濟各. 坎圖
(Francisco Cantú)著 ; 祁怡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36
面 ; 21 公 分 .-- (Eureka 文 庫 版 ;
ME2097) .-- ISBN 978-986-5509-36-1
(平裝) NT$420
1.坎圖(Cantú, Francisco) 2.傳記 3.邊
界問題 4.美國 5.墨西哥 785.28

摩卡僧侶的咖啡煉金之旅 : 從葉門
到舊金山,從煙硝之地到舌尖的醇厚
之味,世界頂級咖啡「摩卡港」的崛
起傳奇 /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作 ;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73) .-- ISBN 978-986-344-805-1 (平裝)
NT$450
1.肯夏利(Alkhanshali, Mokhtar) 2.傳記
3.咖啡 785.28
祭祀公業法人新竹縣彭維尚族譜 /
彭朋湶總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史哲出版 ; [新竹縣] : 祭祀公業法人
新竹縣彭維尚, 10907 .-- 2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14-520-2 (平裝)
NT$800
1.彭氏 2.族譜 789.2
李氏燕樓衍派譜 / 李三祈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祭祀公業李協勝公,
10908 .-- 3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96-0-7 (精裝) NT$200
1.李氏 2.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我的故宮欣賞書 / 林世仁編撰 ;
Barkley, 黃祈嘉繪圖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35-44-5 (精
裝) NT$600
1.國立故宮博物院 2.古器物 3.通俗
作品 791
方鏪考 : 一種歷史銀錠的探索 / 戴學
文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波多
西工作室,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260-5-5 (平裝)
1.古錢 2.史料 3.貨幣史 4.中國
793.4
元青花瓷與釉裡紅瓷綜論 / 方勝利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1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3-8290-6 (精裝) NT$3000
1.古陶瓷 2.古物鑑定 3.文物研究 4.
元代 796.6
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 陳
有貝著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
藝數位發行, 10908 .-- 25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7-181-5 (平裝)
1.考古遺址 2.文集 3.宜蘭縣
798.8033
56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法.英.中語言趣味對照祕笈 = Jardin
secret
des
langues(Français,Anglais,Chinois) / 阮
若缺著 ; 施暖暖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瑞蘭國際, 10908 .-- 144 面; 23 公
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98) .-- ISBN
978-957-9138-92-5 (平裝) NT$300
1.外語教學 2.語言學習 800.3
遣辭用「據」 : 臺灣華語文能力第
一套標準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8-2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99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3.教材
802.03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子犯子
餘>>集釋 / 李宥婕著 ; 許學仁主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170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
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5 冊) .-ISBN 978-986-518-155-0 (精裝)
1.簡牘文字 2.研究考訂 802.08
<<景德傳燈錄>>疑問句研究 / 李斐
雯著 ;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98 面; 30 公
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
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160-4 (精裝)
1.漢語語法 2.研究考訂 802.08
<<詩經>>形態構詞研究 / 劉芹著 ; 許
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
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518-156-7 ( 上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157-4 (下冊:精裝)
1.詩經 2.聲韻學 3.古音 4.研究考訂
802.08
中古法術類道經複音詞研究 / 吳冬
著 ;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8-9
冊) .-- ISBN 978-986-518-158-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59-8 (下
冊:精裝)
1.道藏 2.詞彙 3.研究考訂 802.08

字本位研究 : 複體字、右文說暨字
文化舉隅 / 俞美霞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38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
九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152-9 (精裝)
1.中國文字 2.文字學 802.08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文字考釋
/ 陳冠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909 .-- 284 面; 30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151-2 (精裝)
1.李孝定 2.甲骨文 3.研究考訂
802.08
周秦兩漢詩歌韻類演變研究 / 魏鴻
鈞著 ;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國語
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986-518-161-1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62-8 (下
冊:精裝)
1.詩歌 2.聲韻 3.研究考訂 802.08

- ISBN 978-986-97385-3-8 ( 平 裝 )
NT$350
1.客語 2.讀本 802.52388
太平洋上的香蕉葉 / 蔡喬育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8 .- 160 面; 26 公分 .-- (語文館 ; 2) .-ISBN 978-957-9138-93-2 ( 平 裝 )
NT$45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越南人愛學中文 = Người việt yêu
thích học tiếng Trung / 丁氏蓉著 .-初版 .-- 新北市 : 統一, 10908 .-- 320
面 ; 23 公 分 .-- ( 華 語 學 習 系 列 ;
VM18) .-- ISBN 978-986-99369-0-3 (平
裝) NT$4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長崎唐話. 唐音研究論集 / 林慶勳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0909 .-- 330 面; 26 公分 .-- (語言文字
叢書 ; 1000016) .-- ISBN 978-986-478367-0 (平裝) NT$500
1.語言學 2.漢語 3.聲韻學 803.07

洪武正韻研究 / 崔玲愛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92 面;
30 公分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164-2 (精裝)
1.韻書 2.研究考訂 802.08

每日一字生活日語 / 雅典日研所企
編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909 .-- 352 面; 15 公分 .-- (全民學日
語 ; 58) .-- ISBN 978-986-98710-8-2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日語 2.詞彙 803.12

清華柒<子犯子餘>研究 / 洪鼎倫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冊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
刊. 十九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153-6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154-3 (下冊:精裝)
1.文字學 2.研究考訂 802.08

日華大辭典 / 林茂編修 .-- 初版 .-- 臺
北市 : 蘭臺,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137-5-1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2000 .-- ISBN 978-986-99137-6-8
(第 7 冊:平裝) NT$12000 .-- ISBN 978986-99137-7-5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2000 .-- ISBN 978-986-99137-8-2
(第 9 冊:平裝) NT$12000
1.日語 2.詞典 803.132

論高本漢的中古音研究 / 宮辰著 ; 許
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194 面; 30 公分 .-- (中
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518-163-5 (精裝)
1.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 18891978) 2.漢語 3.聲韻 4.研究考訂
802.08
審訂音活學活用字典 / 蔡有秩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48 (精裝) NT$650
1.漢語字典 802.3
海陸客語師傅話 / 詹益雲編 .-- 初
版 .-- 新竹縣芎林鄉 : 竹縣海陸客家
語文協會, 10909 .-- 172 面; 30 公分 .-

一次搞懂日語形容詞 / 張文朝著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74-7-2 (平
裝) NT$380
1.日語 2.形容詞 803.164
一次搞懂日語動詞 / 張文朝著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0908 .-- 5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74-6-5 (平裝)
NT$520
1.日語 2.動詞 803.165
一年四季玩遍日本學日語 / Live 互動
日本語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28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441-397-3 (平裝)
1.日語 2.讀本 803.18
日文. 一 / 吳致秀編著 .-- 再版 .-- 臺
北市 : 華視,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16-4
(平裝) NT$5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王可樂日語中高級直達車 / 王可樂
日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6-0 (平裝) NT$4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王可樂日語高級直達車 / 王可樂日
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7-7 (平裝) NT$4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会話で学ぶ日本語の基礎. I / 目黒真
実著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0908 .-27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38-6-0 (平裝) NT$400
1.日語 2.會話 803.188

用日本人的思維學日語 / 佐佐木瑞
枝著 ; 邱香凝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學習
館 ; 15) .-- ISBN 978-986-477-883-6 (平
裝) NT$300
1.日語 2.語法 803.16

EZ Japan 日語會話課 : N2 語彙聽力
全面提升 / 本間岐理, 清水裕美子合
著 ; 游翔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248-906-2 ( 平 裝 )
NT$350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堅持 3 天,10 次學會!基礎日本語文
法 : 三天打魚也學得會,史上最輕鬆
的日語學習法! / 吳采炫著 ; 張崔西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84-7-0 (平裝) NT$399
1.日語 2.語法 803.16

一本到位!新日檢 N1 滿分單字書 / 麥
美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
系列 ; 66) .-- ISBN 978-957-9138-90-1
(平裝) NT$380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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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新日檢 N4 文字.語彙 / 本間岐
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
系列 ; 67) .-- ISBN 978-957-9138-91-8
(平裝) NT$320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合格快手!新日檢聽解模擬測驗試題
+解析. N3 / 田中紀子, 杉本愛子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8 .-272 面; 21 公分 .-- (考用系列 ; 86) .-ISBN 978-986-5544-02-7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合格快手!新日檢聽解模擬測驗試題
+解析. N4 / 田中紀子, 杉本愛子合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8 .-272 面; 21 公分 .-- (考用系列 ; 85) .-ISBN 978-986-5544-03-4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速攻日檢 N4 聽解 : 考題解析+模擬
試題 / 田中綾子,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
交流基金,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
援協會著 ; 林婉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8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34-3 (16K 平
裝附光碟片)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 6 回全真模擬
N3 寶藏題庫+通關解題 : 讀解、聽力、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 吉
松由美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 10909 .-- 408 面; 26 公分 .-- (全
攻略 ; 9) .-- ISBN 978-986-246-586-8
(平裝附光碟片) NT$44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 必背比較
文法大全 / 吉松由美等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09 .-- 464
面; 21 公分 .-- (日檢大全 ; 41) .-- ISBN
978-986-246-587-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8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初版 .-屏東市 : 想閱文化, 10908 .-- 430 面;
26 公分 .-- (N1 系列. 文法) .-- ISBN
978-986-97784-3-5 (平裝) NT$480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韓國高麗大博士王永一教授的韓國
韓 文 漢 字 研 究 = 한국고려대박사
왕영일교수의 한국 한글한자 연구 /
王永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韓研中
心工作室, 10909 .-- 2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3064-1-6 ( 平 裝 )
NT$350
1.韓語 2.漢字檢字法 803.2147
首 爾 大 學 韓 國 語 . 5B = 서울대
한국어 5B (student's book) / 首爾大學
語言教育院作 ; 鄭乃瑋, 謝宜倫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9 .-336 面; 26 公分 .-- (EZ Korea 教材 ;
21) .-- ISBN 978-986-248-908-6 (平裝)
NT$6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台灣文字典 / 呂順忠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播, 10907 .-- 4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887-14 (精裝)
1.臺語 2.字典 803.33
*歡喜學印尼語補充教材 / 阮慕玲彙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阮 慕 玲 ,
10907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26-5 (平裝) NT$300
1.印尼語 2.讀本 803.9118
新觀念阿美語語法 = O Laleko^ no
Sowal no Pangcah / 朱 清 義 (Kolas
Foting)作 .-- 初版 .-- 花蓮縣鳳林鎮 :
朱清義, 10907 .-- 734 面; 26 公分 .-- 中
文,阿美語對照 .-- ISBN 978-957-437849-4 (精裝) NT$1600
1.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阿美語 3.語
法 803.9908
新約聖經希臘文輕鬆速成 / 郭承天
等著 ; 李曉玉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 華宣發行,
10909 .-- 440 面; 23 公分 .-- (專題系
列 ; 48) .-- ISBN 978-986-99008-2-9 (平
裝)
1.新約 2.希臘語 3.語法 804.16
西班牙文寫作範例 / 王鶴巘, 孟蓓蘭
(Esperanza Montes Tejada), 陳怡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69 (平裝) NT$320
1.西班牙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4.77
我的第一本經典故事親子英文 : 讓
孩子從小在閱讀童話故事中記單字、
學文法,自然而然接受英文 / 李宗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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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銧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QR 碼
行動學習版 .-- ISBN 978-986-454-1362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英語 2.學習方法 3.親子 805.1
英文宇宙大冒險. 1, 人稱代名詞(Q 萌
漫畫學英語) / SIWON SCHOOL 企劃 ;
朴詩研文字 ; 李泰永插畫 ; 陳慧瑜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168 面; 23 公
分 .-- (小野人 ; 34) .-- ISBN 978-986384-442-6 (平裝)
1.英語 2.學習方法 3.漫畫 805.1
英語的對與錯 / James St. Andre ; 蘇正
隆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8 .-- 3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1-2 (平裝) NT$300
1.英語 805.1
Peppa Pig 英語圖解字典 : A day with
Peppa : activities in pictures / 陳豫弘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96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441-398-0 (精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我的第一本考前衝刺英文單字攻略 /
李宇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
文化, 10908 .-- 4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3-6 (平裝) NT$4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彩色英漢字典 = A practice pictori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世一文化
字典編輯群編著 .-- 修訂初版 .-- 臺南
市 : 世一, 10909 .-- 115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4-8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英文字母會說話 : 26 個字母的發音
故事 = 26 Basic phonograms : talking
letters / 黃陳怡文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全澄教育文化, 10907 .-- 冊 .-ISBN 978-986-99325-0-9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9325-1-6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9325-2-3 (全套:
平裝) NT$998
1.英語 2.發音 805.141
Fun 學初級英文文法 /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1-2 (25K 彩色精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高效衝刺!英文文法核心概念大突
破 : 全面性歸納統整,系統化掌握英

文文法!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57-8-3 (平裝) NT$320
1.英語 2.語法 805.16

我的第一本雙語國家英文課本 / 羅
伊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
化,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4-3-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讀本 805.18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商用英文 / 黃正興著 .-- 修訂五版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4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99-0 (平裝)
1.商業英文 2.讀本 805.18

(IELTS 雅思練武功)寫作 8.0 考前衝
刺,就靠這一本! / 王爽, 黃爾賓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 易可數
位行銷發行, 10910 .-- 272 面; 23 公
分 .-- (樂學 ; 12) .-- ISBN 978-98698711-7-4 (平裝) NT$299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作文
805.189

英文作文 / 林勤敏, Allen Wentz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168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20-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

悲慘世界 / Victor Hugo 原著 ; Michael
Robert Bradie 改寫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8 .-- 1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33-6 (平裝附
光碟片) NT$2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完全命中 TOEFL 托福單字 / 地表最
強教學顧問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我識, 10909 .-- 608 面; 23 公分 .-虛 擬 點 讀 筆 版 .-- ISBN 978-98698946-5-4 (平裝附光碟片) NT$449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100%滿分命中奇蹟 : 7000 英文單字.
level 3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5-0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我的第一本萬用英文會話攻略 / 許
澄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
化, 109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4-3 (平裝) NT$30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Cindy 情境式必考多益單字滿分筆記
/ 宋品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管顧問,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90-8-9 ( 平 裝 )
NT$36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初 級 英 語 單 字 句 型 寶 典 / Steve
Lindberg, 張小怡合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38) .-- ISBN 978-9865544-04-1 (平裝附光碟片) NT$279
1.英語 2.句法 3.詞彙 805.169

100%滿分命中奇蹟 : 7000 英文單字.
level 4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6-7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100%滿分命中奇蹟 : 7000 英文單字.
level 5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7-4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100%滿分命中奇蹟 : 7000 英文單字.
level 6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8-1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CNN 主播教你說英語 : 成功企業的
奮鬥故事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399-7 (平
裝) NT$35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字彙與閱讀 / 邱怡慧編著 .-- 六版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240 面; 26 公
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18-8 (第 1 冊:平裝) NT$490
1.英語 2.詞彙 3.讀本 805.18

彩圖實境旅遊英語 / P. Walsh 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8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2-9 (32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躺著學美國口語 1000 / 蘇盈盈, Lily
Thomas 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
列 ; 62) .-- ISBN 978-986-99161-2-7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9
1.英語 2.口語 3.會話 805.188
躺著學美語會話 1000 / 張瑪麗, Willy
Roberts 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
列 ; 64) .-- ISBN 978-986-99161-3-4 (平
裝附光碟片) NT$3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餐 飲 英 文 = English for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 鄭寶菁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19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10 (平裝) NT$420
1.英語 2.會話 3.餐飲業 805.188
(IELTS 雅思練武功)口說 8.0 考前衝
刺,就靠這一本! / 袁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
發行,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樂
學 ; 11) .-- ISBN 978-986-98711-6-7 (平
裝) NT$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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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OEIC 單字片語寶典 / 林怡伶
等作 .-- 臺中市 : 臺中科大, 10909 .-23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8-3-1 (平裝) NT$100
1.多益測驗 2.詞彙 3.慣用語
805.1895
多 益 情 境 教 室 = TOEIC situational
classroom / 張秀帆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忠欣, 10908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983-3-9 (第 2 冊:平
裝附光碟片) NT$380
1.多益測驗 805.1895
奇蹟英語講師帶你從 0 解構多益
TOEIC 單字文法 / 以琳著 .-- 二版 .-桃園市 : 前進出版,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09-8-6 (平
裝) NT$449
1.多益測驗 2.詞彙 3.語法 805.1895
高勝率填空術 : NEW TOEIC 660 破分
攻略 / 張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文網, 10908 .-- 464 面; 23 公分 .-(Master ; 12) .-- ISBN 978-986-271-8872 (平裝) NT$48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華德來 : 德語文法小撇步 / 黃惠慈編
輯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10907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27-67-6 (上冊:平裝)
1.德語 2.語法 805.26

俄羅斯之窗 : 台灣印象 / 薩承科, 劉
心華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 10909 .-- 冊 .-- (外語學習系列 ; 8081) .-- ISBN 978-957-9138-88-8 (上冊:
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913889-5 (下冊:平裝) NT$450
1.俄語 2.讀本 806.18
第一次學俄語,超簡單 / 南莎娜薇, 施
文, 吳双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外語系
列 ; 24) .-- ISBN 978-986-5544-01-0 (平
裝附光碟片) NT$450
1.俄語 2.讀本 806.18

文學
故事如何說再見 : 作家的創意、靈
感和寫作歷程 / 喬.法斯勒(Joe Fassler)
編 ; 林佳芳, 胡培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32) .-ISBN 978-986-99179-2-6 ( 平 裝 )
NT$380
1.文學與人生 2.文集 810.72
教育論文寫作與實用技巧 = Guidance
and tips on thesis writing / 吳和堂著 .-六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育, 10908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6208-3 (平裝) NT$600
1.論文寫作法 2.教育研究法 811.4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 畢恆達著 .-再版 .-- 新北市 : 小畢空間, 10909 .-3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6188-1-7 (平裝) NT$399
1.論文寫作法 2.研究方法 811.4
論文架構全解析 : 分段精解 / 蘇鈺楠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蘇 鈺 楠 ,
10909 .-- 1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6-4 (平裝) NT$400
1.論文寫作法 811.4
字幕翻譯必修課 : 40 部電影接案練
習本 / 陳家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0908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46-6 ( 平 裝 )
NT$520
1.翻譯 2.電影 811.7
改變一生的演講力 : 一開口就打動
人心、直指人心、觸動人心 / Jacky
Wang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08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1888-9 (平裝) NT$450

1.演說

811.9

身體詩學 : 現代性,自我模塑與中國
現代詩歌. 1919-1949 / 米家路著 ; 趙
凡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
技, 10909 .-- 252 面; 23 公分 .-- (語言
文學類 ; PG2076)(文學視界 ; 117)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8-3 (平
裝) NT$420
1.詩學 2.比較詩學 812.18
打開閱讀眼 : 少年小說閱讀與討論 /
葛琦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
化,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小魯
優質教學 ; BGT072) .-- ISBN 978-957490-505-8 (平裝) NT$380
1.兒童小說 2.閱讀指導 3.文學評論
812.89
愛書人 : 2000 本書、超過 47 個世界
級書店、36 個圖書館,療癒畫風插圖,
喚起你的閱讀魂 / 珍.蒙特(Jane Mount)
著 ; 徐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朱
雀文化, 10908 .-- 232 面; 25 公分 .-(Magic ; 46) .-- ISBN 978-986-99061-42 (平裝) NT$450
1.世界文學 2.推薦書目 3.圖書館 4.
書業 813
「漢文脈」在近代 : 中國清末與日
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 / 齋藤希史著 ;
盛浩偉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8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74-9-3 (平裝) NT$500
1.比較文學 2.中國文學 3.日本文學
4.文學評論 819

中國文學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冊 .-- (人民共和國文
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16-17 冊) .-ISBN 978-986-518-225-0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26-7 (下冊: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中國文學史 3.電
影史 4.文學評論 820.8
20 世紀 60 至 80 年代「貴州詩人群」
研究 / 楊洋著 ; 李怡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
叢書. 八編 ; 第 18 冊) .-- ISBN 978986-518-227-4 (精裝)
1.當代詩歌 2.地方文學 3.文學評論
4.中國文學史 5.貴州省 820.8
<<紅樓夢>>與明清江南女性文化 /
林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234 面; 26 公分 .-- (古典
文學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7 冊) .-ISBN 978-986-518-177-2 (精裝)
1.紅學 2.女性 3.文學評論 820.8
王若虛文學研究 / 何瀟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17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二二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175-8 (精裝)
1.王若虛 2.文學評論 820.8
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 / 吳義勤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2-3 冊) .-- ISBN 978-986-518210-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11-3 (下冊:精裝)
1.當代文學 2.中國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贈給未來的人生哲學 : 凝視文學與
人 / 王蒙, 池田大作作 ; 台灣創價學
會創價新聞社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66-55-1 (精
裝) NT$250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20

尺筆有春秋 : <<吳宓日記續編>>研
究 / 王本朝本書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72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209-0 (精裝)
1.吳宓 2.學術思想 820.8

文藝復興 :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
作與實務精選輯 / 王祥穎等著 .-- 初
版 .-- 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文學
系, 10907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09-75-1 (平裝)
1.國文科 2.語文教學 3.高等教育
820.33

文學出版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 :
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中心(1949-1976)
/ 宋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188 面; 26 公分 .-- (人
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217-5 (精裝)
1.出版業 2.國家主義 3.意識型態
820.8

1951 年的共和國文藝界 : 「統一戰
線」政策下的「整合」 / 袁洪權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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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貶謫文化與文學 / 趙雅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174-1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宋代 820.8
多維視野中的當代女性文學批評 /
趙樹勤著 ;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30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13 冊) .-- ISBN 978-986-518221-2 (精裝)
1.女性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江蘇梆子戲史論 / 趙興勤, 趙韡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8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
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216-8 (精裝)
1.地方戲劇 2.梆子戲 3.戲劇史 4.江
蘇省 820.8
宋前茅山宗文學研究 / 段祖青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7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二二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179-6 (精裝)
1.道教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思想的思想 : 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
批評 / 唐小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6 面; 26 公
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213-7 (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8
細部修辭的力量 / 張學昕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冊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6-7 冊) .-- ISBN 978-986-518214-4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15-1 (下冊:精裝)
1.當代文學 2.中國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陸雲文學思想研究 / 廉水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56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二二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171-0 (精裝)
1.陸雲 2.文學 3.學術思想 820.8
黑旗袍 : 中國電影的文化邏輯與市
場機制 : 2000 年以來的文本實證 / 袁
慶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冊 .-- (人民共和國文化

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10-12 冊) .-ISBN 978-986-518-218-2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19-9 ( 中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18-220-5 (下冊:
精裝)
1.中國文化 2.文化研究 3.電影
820.8
新世紀知青紀實文學中的青春主題 /
吳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170 面; 26 公分 .-- (人民
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212-0 (精裝)
1.報導文學 2.知識分子 3.青年 4.文
學評論 820.8
遊冥故事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建構空
間 / 鄭紅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264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176-5 (精裝)
1.中國小說 2.文學評論 820.8
新疆多民族文學題材類型研究(19491966) / 李煒著 ; 李怡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34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
叢書. 八編 ; 第 15 冊) .-- ISBN 978986-518-224-3 (精裝)
1.地方文學 2.中國文學 3.文學評論
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820.8
學為通儒 : 焦竑與明代隆慶、萬曆
年間文學思潮 / 楊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1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二
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1727 (精裝)
1.(明)焦竑 2.儒學 3.思想史 4.明代
820.8
戲曲之「用」 : 明清鼎革之際文人
的入世姿態與自我形象建構 / 張家
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32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二二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178-9 (精裝)
1.明清戲曲 2.戲曲評論 820.8
羅根澤文學批評史研究 / 王波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70 面; 26 公分 .-- (古典文學研究輯
刊. 二二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173-4 (精裝)
1.羅根澤 2.文學評論史 820.8
觀看與被觀看 : 西方國際電影節與
中國大陸藝術電影 / 牛毅著 ; 李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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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28 面; 26 公分 .-- (人民共和
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222-9 (精裝)
1.電影評論 2.影展 820.8
「大變局」 : 新文學的世界體系 / 張
歎鳳著 ;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文
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238-0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239-7 (下
冊:精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中心」與「邊緣」之間 : 蔡元培
與五四新文學運動 / 趙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2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文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大學特
輯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2328 (精裝)
1.蔡元培 2.學術思想 820.9
中國文藝美學與文學教育的現代轉
型 / 郭勇著 ;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3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二編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236-6 (精裝)
1.葉聖陶 2.學術思想 3.文學美學 4.
文學評論 820.9
中國新文學序跋的整體研究 / 彭林
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7 冊) .-ISBN 978-986-518-242-7 (精裝)
1.序跋 2.文學評論 820.9
民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 : 從東京到
上海的一個片斷觀察 / 曾陽晴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9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10 冊) .-- ISBN
978-986-518-245-8 (精裝)
1.宗教文學 2.基督教 3.文學評論
820.9
自我闡釋的向度與限度 : 中國現代
作家創作序跋研究 / 王玉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18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文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大學特
輯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2311 (精裝)
1.序跋 2.文學評論 820.9

艾蕪與文化中國 : 紀念艾蕪誕辰 115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 李怡, 周文本書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
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1314 冊) .-- ISBN 978-986-518-248-9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49-6
(下冊:精裝)
1.艾蕪 2.學術思想 3.中國文學 4.文
集 820.9
言志文學思潮論稿 / 黃開發著 ; 李怡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7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2 冊) .-ISBN 978-986-518-237-3 (精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
哈爾濱與中國現代文學 / 教鶴然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3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
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
大學特輯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229-8 (精裝)
1.現代文學 2.民間文學 3.黑龍江省
820.9
國/語 : 漢字書寫傳統與東亞的語言
國族主義(1895-1935) / 歐陽月姣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0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243-4 (精裝)
1.漢語文字學 2.語言 3.東亞 820.9
清末至民國語言變革與漢語小說的
「現代」生成 / 陳迪強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88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大學特輯 ; 第 6
冊) .-- ISBN 978-986-518-234-2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小說 3.語言 820.9
許廣平後半生年譜 : 兼及魯迅的家
人與友人等(1936-1968) / 莊園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
二編 ; 第 11-12 冊) .-- ISBN 978-986518-246-5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47-2 (下冊:精裝)
1.許廣平 2.年譜 820.9
黑草鞋 : 1937-1945 年現存中國抗戰
電影文本讀解 / 袁慶豐著 ; 李怡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
文叢. 十二編 ; 第 5-6 冊) .-- ISBN 978-

986-518-240-3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241-0 (下冊:精裝)
1.電影評論 2.電影史 3.中國 820.9

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 ; 第 10 冊) .-ISBN 978-986-518-207-6 (精裝)
1.明代詩 2.詩評 820.91

詩歌教育與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 /
李俊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192 面; 26 公分 .-- (民
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三編, 北
京師範大學特輯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230-4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新詩 3.教育發展
820.9

邵雍快樂詩學研究 : 以<<擊壤集>>
為探討對象 / 王甄勵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96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
八輯 ; 第 7 冊) .-- ISBN 978-986-518204-5 (精裝)
1.(宋)邵雍 2.宋詩 3.詩學 4.詩評
820.91

精英裂變的文學圖景 : 紳士階層與
中國現代文學 / 羅維斯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4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
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大學特輯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233-5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現代文學 3.科層制
820.9

祈彪佳詩傳 : 遠山堂詩詞編年校釋 /
曹淑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6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579-1 (平裝)
1.(明)祁彪佳 2.詩詞 3.詩評 4.詞論
820.91

精神分析與創傷文本 / 王幼華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18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文叢. 十二編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244-1 (精裝)
1.中國文學 2.作家 3.文學心理學 4.
文學評論 820.9
慢讀兩宋詩詞領風騷 / 戴建業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8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3-119-4 (平裝)
NT$450
1.宋代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05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研究 / 谷維
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 ; 第 1-4 冊) .-- ISBN 978-986518-198-7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99-4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00-7 (第 3 冊:精裝) .-ISBN 978-986-518-201-4 (第 4 冊:精裝)
1.(唐)李白 2.唐詩 3.詩評 820.91
佛禪與白居易詩歌創作研究 / 嚴勝
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 ; 第 5-6 冊) .-- ISBN 978-986518-202-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203-8 (下冊:精裝)
1.(唐)白居易 2.唐詩 3.詩評 820.91
明代閣臣詩歌唱和研究 / 賈艷艷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70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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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詩析論 : 分期及其代表作 / 江惜
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62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
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 ; 第 9 冊) .-- ISBN
978-986-518-206-9 (精裝)
1.(宋)蘇軾 2.宋詩 3.詩評 820.91
蘇軾與秦觀交往詩研究 / 何宜臻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06 面; 24 公分 .-- (古典詩歌
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 ; 第 8 冊) .-- ISBN
978-986-518-205-2 (精裝)
1.(宋)蘇軾 2.(宋)秦觀 3.宋詩 4.詩評
820.91
間距詩學 : 遙遠異質的美感體驗探
索 / 翁文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
學文化,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Uni ; 27) .-- ISBN 978-986-98084-6-0
(平裝) NT$400
1.新詩 2.詩評 820.9108
清前期「論詞長短句」評唐宋詞人
研究 / 林宏達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7 .-- 344 面; 23 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詞學研究叢刊 ;
805003) .-- ISBN 978-986-478-366-3 (平
裝) NT$480
1.詞論 2.唐代 3.宋代 823.84

中國文學總集
詩經的歌謠形式、韻式與韻讀 / 鄭
再發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5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7-6 (平裝) NT$600
1.詩經 2.注釋 831.12

驚破霓裳羽衣 : 說不盡的唐詩,不過
是歌舞昇平一場 / 杜昱青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7-9 (平裝) NT$480
831.4
十圍之樹 : 當代華語詩壇十家詩 / 洪
郁芬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180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3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5-0 (平裝) NT$250
831.8
大學文學錦囊 / 僑光科技大學國文
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僑光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9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735-098 (平裝) NT$3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生命越讀 : 大學國文選 / 國立屏東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141-6 ( 平 裝 )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1.海外華文文學 2.小說 3.文學評論
850.957
王維詩歌藝趣研究 / 熊智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8-6 (平
裝) NT$560
1.(唐)王維 2.唐詩 3.詩評 851.4415
芒刺 / 杨运菊着 .-- 初版 .-- 新北市 :
驛鯨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96469-7-0
(平裝) NT$300
851.487
我喜歡人生快活的樣子 / 蔡瀾作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2-8 (平裝)
855
*我歌我唱 / 江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爾雅, 10907 .-- 280 面; 21 公分 .-(爾雅叢書 ; 675) .-- ISBN 978-957-639646-5 (平裝) NT$380
855
哈佛生的聖母峰日記 : 登上世界之
巔,真正高人一等 / 于智博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1-9 (平裝) NT$299
855

香港激情. 2019 / 許然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8 .-- 216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35) .-- ISBN
978-986-387-353-2 (平裝)
850.3857

風雨談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周作人作品精選 ; 7) .-- ISBN 978986-352-875-3 (平裝) NT$280
855

月出天山 : 當代新疆漢語文學研究
論 集 = The moon rising above Tian
Shan : research essays of contemporary
Xinjiang Chinese literature / 鍾怡雯, 陳
大為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
學中文系, 10907 .-- 243 面; 22 公分 .- (亞太人文研究叢書 ; 4) .-- ISBN 978986-6594-51-9 (平裝) NT$300
1.漢語 2.地方文學 3.文學評論 4.文
集 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850.61

對照記 : 散文集. 三, 一九九 0 年代 /
張愛玲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296 面; 21 公分 .-- (張愛玲典
藏 ; 13) .-- ISBN 978-957-33-3561-0 (平
裝)
855

家在何處? : 美國華人小說中的雙重
他者性與文化身分認同 / 呂曉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23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447)(文學視界 ; 11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27-7 (平裝)
NT$300

和珅秘傳 : 古今第一大貪官 / 興華
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8 .-冊 .-- ISBN 978-986-352-873-9 (上冊:
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352874-6 (下冊:平裝) NT$280
856.9
山海經裡的故事. 2, 南山先生的不傳
祕方 / 鄒敦怜著 ; 羅方君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174 面; 21 公
分 .-- (孩子的經典花園) .-- ISBN 978957-08-5572-2 (平裝)
1.山海經 2.歷史故事 8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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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 / 蒲松齡原著 .-- 三版 .-- 臺
南市 : 世一, 10910 .-- 1184 面; 23 公
分 .-- (中國文學) .-- ISBN 978-986429-553-1 (精裝)
857.27
羅貫中與<<三國演義>> / 楊自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09 (平裝) NT$530
1.三國演義 2.研究考訂 857.4523
<<西遊記>>新論及其他 : 來自佛教
儀式、習俗、文本的視角 / 侯沖等
作 ; 侯沖, 王見川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7 .-- 55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7127-80-8 (平裝)
NT$650
1.西遊記 2.研究考訂 857.47
紅樓宴 : 鴿子蛋、胭脂鵝脯、奶拌
茯苓霜......一窺古人的養生祕密! / 沈
銓龍,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16-4
(平裝) NT$350
1.紅學 2.研究考訂 3.食療 857.49
紅樓夢 / 曹雪芹, 高鶚原著 ; 陳新, 斯
平改寫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
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鳳凰文庫)(中國經典文庫 ;
PHY026) .-- ISBN 978-986-499-100-6
(平裝) NT$380
857.49
ABO 合集 / 洛玥淺, 一個精神病, 牧
者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威 向 ,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
都)(米國度書系 ; B0026) .-- ISBN 978986-505-137-2 (平裝) NT$250
857.61
晚熟的人 / 莫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莫言
作品集 ; 17) .-- ISBN 978-986-344-8068 (平裝) NT$420
857.63
Evil desire 續之潘神的迷宮 / 九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8 .-- 冊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25-) .-ISBN 978-986-505-134-1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5-135-8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5-136-5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5-139-6 (第 4 冊:平裝)
NT$250
857.7
上品醫妻 / 泗水江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
系列 ; E91201-E91204) .-- ISBN 978957-788-970-6 (卷 1:平裝) NT$260 .-ISBN 978-957-788-971-3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72-0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73-7 (卷 4:平裝) NT$260
857.7
寸絲不掛 / 長安十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9271-8-5 ( 上 卷 : 平
裝) .-- ISBN 978-986-99271-9-2 (下卷:
平裝) .-- ISBN 978-986-5550-00-4 (全
套:平裝)
857.7
大熊要娶妻 / 清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8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129-3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30-9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31-6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大貓總裁的婚後日常 / 莫心傷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魚 乾 工 作 室 ,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8563-93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93500-5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9350-1-2 (全套:平裝)
857.7
六十度角 / 藥師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1-6-1 (平
裝)
857.7
文 本 張 愛 玲 = Textualizing Eileen
Chang / 張小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456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87) .-- ISBN 978-957-138315-6 (平裝) NT$600
1.張愛玲 2.小說 3.文學評論 857.7
半是蜜糖半是傷 / 棋子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5-9 (平
裝)
857.7
色,戒 : 從張愛玲到李安 / 彭小妍編 ;
李歐梵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348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
論) .-- ISBN 978-957-08-5580-7 (平裝)
1.張愛玲 2.文學評論 3.小說 4.影評
857.7
有女富養成 / 安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
列 ; E91901-E91904) .-- ISBN 978-957788-992-8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93-5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788-994-2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95-9 (卷 4:平裝) NT$270
857.7
死亡循環 / 天下霸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7-3 (平裝)
857.7
有你說晚安,我才好入眠 / 洛凡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書。寫 ;
6) .-- ISBN 978-957-741-288-1 (平裝)
NT$260
857.7
共妻 / 九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
向, 10908 .-- 冊 .-- (架空之都)(米國度
書系 ; B0023-B0024) .-- ISBN 978-986505-132-7 ( 上 冊 : 平 裝 ) NT$240 .-ISBN 978-986-505-133-4 (下冊:平裝)
NT$240
857.7
吃貨出頭天 / 蘭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9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137-8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38-5 (下
冊:平裝) NT$250
857.7
我在古代開染坊 / 妙哉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1601) .-ISBN 978-957-788-983-6 ( 平 裝 )
NT$260
857.7
似錦流年 / 煙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列 ;
E91701-E91704) .-- ISBN 978-957-788984-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85-0 (卷 2: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986-7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87-4 (卷
4:平裝) NT$270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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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醫 / 玲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列 ;
E92101-E92103) .-- ISBN 978-957-788991-1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90-4 (卷 2: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989-8 (卷 1:平裝)
NT$270
857.7
放任 / 春日負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8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1-7-8 (平裝)
857.7
兩京十五日 / 馬伯庸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7 .-- 冊 .-(文學叢書 ; 633-634) .-- ISBN 978-986387-350-1 ( 上 冊 : 平 裝 ) NT$450 .-ISBN 978-986-387-351-8 (下冊:平裝)
NT$480
857.7
怪奇博物館. 2, 人頭魚缸 / 夜不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怪奇博物
館) .-- ISBN 978-957-741-291-1 (平裝)
NT$180
857.7
河神 / 天下霸唱著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6-6 (平裝)
857.7
食光漫漫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
列 ; E91301-E91303) .-- ISBN 978-957788-974-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75-1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788-976-8 (卷
3:平裝) NT$270
857.7
神淵古紀. II, 龍淵殘卷 / 上海燭龍某
樹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2-5721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573-8 (下冊:平裝)
857.7
第七天 / 余華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
分 .-- (余華作品集 ; 11) .-- ISBN 978986-344-807-5 (平裝) NT$360
857.7
偷天修羅 / 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 ISBN 978-

986-515-448-6 (第 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49-3 (第 2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509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野蠻娘子求生記 / 垂天之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09 .-- 冊 .-- (文
創風) .-- ISBN 978-986-509-135-4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509-136-1 (下冊:平裝) NT$250
857.7
給柏拉圖獻花 / 徐徐圖之著 .-- 苗栗
縣通霄鎮 : 凌雲工作室,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9374-0-5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99374-1-2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99374-2-9 (全套:平裝)
857.7
掌歡 / 冬天的柳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佑文化, 10908 .-- 冊 .-- (小說
house ; 435-442) .-- ISBN 978-986-467239-4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40-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67-241-7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42-4 (第 4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86-467-243-1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44-8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45-5 (第 7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86-467-246-2 (第 8 冊:平裝)
NT$250
857.7
喜歡你喜歡我的樣子 / 烏雲冉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1-1 (平裝)
857.7
溫香阮玉 / 云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列 ;
E91501-E91504) .-- ISBN 978-957-788979-9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80-5 (卷 2: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981-2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82-9 (卷
4:平裝) NT$270
857.7
詭秘之主 / 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4530 (第 1 冊:平裝) NT$250

857.7
農華似錦 / 琥珀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8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132-3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33-0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34-7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夢裡雪中眠 / 月半丁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1-54 (平裝)
857.7
聚福妻 / 踏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09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39-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40-8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41-5 (第 3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509-142-2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43-9 (第
5 冊:平裝) NT$260
857.7
厲害了,娘子 / 熹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8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127-9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28-6 (下
冊:平裝) NT$250
857.7
騎士的情書 / 徐徐圖之著 .-- 苗栗縣
通霄鎮 : 凌雲工作室, 10908 .-- 冊 .-ISBN 978-986-98747-7-9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98747-8-6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98747-9-3 (全套:平裝)
857.7
觀世音密碼 / 苗欣宇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華 夏 出 版 , 10909 .-- 冊 .-(Sunny 文庫 ; 71-72) .-- ISBN 978-9865541-05-7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ISBN 978-986-5541-06-4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魔笛 : 童話推理事件簿 / 陳浩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陳浩基作品集 ; 6)(皇
冠叢書 ; 第 4849 種) .-- ISBN 978-95733-3560-3 (平裝) NT$380
857.81
古龍評論全集 : 品鑒古龍 / 秦懷冰主
編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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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8777 (平裝) NT$450
1.古龍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57.9
古龍評論全集 : 神交古龍 / 程維鈞主
編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8791 (平裝) NT$450
1.古龍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57.9
古龍評論全集 : 賞析古龍 / 林保淳,
盧亮延主編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878-4 (平裝) NT$450
1.古龍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57.9

兒童文學
我的石頭心爸爸 / 秦文君著 ; 林純純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573-9 (平裝)
859.6
昆蟲印象 / 金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907 .-- 132 面; 21 公分 .-- (自然筆
記 ; 1) .-- ISBN 978-986-499-099-3 (平
裝) NT$264
859.7
有太陽真好 / 吳導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周大觀基金會, 10908 .-- 192 面;
15X14 公分 .-- ISBN 978-986-98168-30 (精裝) NT$420
859.8

東方文學
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 : 一九
三 0 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
子、漫遊者與譯者 / 彭小妍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76 面;
21 公分 .-- (聯經學術) .-- ISBN 978957-08-5583-8 (精裝) NT$520
1.東方文學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4.跨文化研究 860.2
高村光太郎 : 愛與哀愁的道程 / 高村
光太郎著 ; 吳繼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909 .-- 280 面; 21 公
分 .-- (mark ; 161) .-- ISBN 978-9865549-01-5 (平裝) NT$320

861.478
5 分鐘後的意外結局 : 白色恐怖 /
Gakken 編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2-9 (平裝)
861.57
Only Sense Online 絕對神境 / アロハ
座長作 ; 許昆暉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076-4 (第 13 冊:平裝)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8, 4th 特攻強襲. 中 / 時雨
沢惠一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58-1 (平裝)
861.57
又做了,相同的夢 / 住野夜著 ; 丁世佳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4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9-6 (平裝) NT$280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外傳, 貴族院一年級
生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304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72 種)(mild ;
26) .-- ISBN 978-957-33-3571-9 (平裝)
NT$280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 / 香月美
夜原作 ; 椎名優繪 ; 鈴華漫畫 ; 許金
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9 .-- 64 面; 26 公分 .-- (mild ; 901) .- ISBN 978-957-33-3563-4 (平裝)
861.57
日本驚悚短篇小說精選 : 魔像 / 蘭郁
二郎等著 ; 銀色快手等譯 .-- 初版 .-臺北市 : 笛藤, 10907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10-791-6 (平裝)
NT$320
861.57
今昔百鬼拾遺 : 鬼 / 京極夏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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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京極夏彥作品集 ; 23) .-- ISBN 978957-9447-81-2 (平裝) NT$320
861.57

中選為壞人大小姐的話,就優雅地演
出吧! / 柚子れもん作 ; 黃盈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745 (第 1 冊:平裝)
861.57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 A. 3, 大
英雄的悲歌 / 下等妙人作 ; 邱鍾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5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7-3 (平裝)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異傳 : 黎拉.亞斯普
萊 / 枯野瑛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969-7 (第 1
冊:平裝)
861.57
本田小狼與我 / トネ.コーケン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09 .-- 276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2-8 (第 4 冊:平裝)
861.57
生存遊戲 GO!!. 1, 第一次的生存遊戲
/ 朝浦作 ; 御門幻流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34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24-0 (平裝)
861.57
加速世界. 24, 青華劍仙 / 川原礫作 ;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09 .-- 296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56-7 (平裝)
861.57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
貓又ぬこ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09 .-- 2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20-2 (第 5 冊:平
裝)
861.57
半澤直樹. 5 / 池井戶潤作 ; 王靜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8-7 (平裝)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
大森藤ノ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0 .-- 384 面; 19 公分 .-66

ISBN 978-986-512-576-9 (第 15 冊:平
裝)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眷族編年史, episode 芙蕾雅 / 大森藤
ノ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75-2 (平裝)
861.57
全班都被召喚到異世界去,只有我被
留下來 / サザンテラス作 ; 林其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2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9-6 (第 1 冊:平裝)
861.57
回答我吧!關於學長的 100 個問題 /
兎谷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70-3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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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40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77-6 (第 9 冊:
平裝)
861.57
汪汪物語 : 我說要當富家犬,沒說要
當魔狼王啦! / 犬魔人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4-2 (第
3 冊:平裝)
861.57
那個大叔享受著第二輪的異世界生
活 / 月夜淚作 ;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30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18-9 (第 3 冊:
平裝)
861.57
明日的我將迎風前行 / 乾ルカ作 ; 林
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6-387-4 (平裝)
861.5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 夕
蜜柑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3-5 (第 7 冊:平裝)
861.57

幸福咒語 / 西加奈子著 ; 蘇文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18-7 (平裝) NT$360
861.57
奇諾の旅 : the Beautiful World / 時雨
沢惠一作 ;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1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55-0 (第 22 冊:平裝)
861.57
勇者以想要成為朋友的視線看了過
來! / 機村械人作 ; 黃品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8-4 (第
1 冊:平裝)
861.57
異世界悠閒農家 / 內藤騎之介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09 .-- 4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743-965-9 (第 5 冊:平裝)
861.57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1, 然後,她將甦
醒 / 佐藤真登作 ; 譚志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33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23-3 (平裝)
861.57
*從此以後 : 愛與妥協的終極書寫,夏
目漱石探索自由本質經典小說 / 夏
目漱石著 ; 林皎碧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1-9 (平裝) NT$380
861.57
淺草鬼妻日記. 八, 妖怪夫婦與吸血
鬼共舞 / 友麻碧作 ; 莫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88 面;
21 公 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86-524-000-4 (平裝)
861.57
終將成為妳 : 關於佐伯沙彌香 / 入間
人間作 ;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1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8-0 (第 2 冊:平裝)
861.57
從毀婚開始的反派千金監獄慢活人
生 / 山崎響作 ; YUIKO 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冊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71-0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57-743-972-7 (下冊:平裝)
861.57

訊, 10908 .-- 3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7-2 (平裝) NT$360
861.57

國寶. 上, 青春篇 / 吉田修一作 ; 劉姿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文
學森林 ; LF0134) .-- ISBN 978-98699179-4-0 (平裝) NT$320
861.57

闇夜的怪物(劇場動畫特典版) / 住野
夜著 ; 丁世佳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3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8-9 ( 平 裝 )
NT$280
861.57

國寶. 下, 花道篇 / 吉田修一作 ; 劉姿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文
學森林 ; LF0135) .-- ISBN 978-98699179-5-7 (平裝) NT$320
861.57

獲得超弱技能「地圖化」的少年跟
最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 / 鴨野うど
ん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25-7 (第 4 冊:平裝)
861.57

喂!喂!下北澤 / 吉本芭娜娜著 ; 劉子
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80 面; 20 公分 .-- (藍小說 ;
842) .-- ISBN 978-957-13-8312-5 (平裝)
NT$320
861.57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
世界了 / あし作 ; 某 Y 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3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22-6 (第 1 冊:
平裝)
861.57

博多豚骨拉麵團 / 木崎ちあき作 ; 王
靜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58 面; 21 公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86-325-747-9 (第 9 冊:平裝)
861.57

雖然不確定你會不會喜歡我,但是我
有自信愛上你 / 鈴木大輔作 ; 王啟華
翻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21-9 (第 2 冊:平裝)
861.57

結物語 / 西尾維新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3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5-6 (平
裝)
861.57

雖然是預定沒落的貴族 閒來無事只
好來深究魔法 / 三木なずな作 ; 林其
磊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0 .-- 3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71-4 (第 1 冊:平裝)
861.57

創始魔法師. 5, 初始的時代 / 石之宮
カント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5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57-743-961-1 (平裝)
861.57
越境 / 東山彰良作 ; 李琴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6-3 (平
裝)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4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59-8 (第 11 冊:平裝)
861.57
闇夜的怪物(電影改編版) / 住野夜著 ;
丁世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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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岬作 ; 簡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
種 -)(YA! ; 5-) .-- ISBN 978-957-333558-0 (第 4 冊:平裝) NT$320
861.57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 松浦作 ;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4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6-6 (第
2 冊:平裝)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418 面; 19 公分 .-- 全國版 .-ISBN 978-986-512-527-1 (第 16 冊:平
裝)

861.5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 伏
瀬作 ;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8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57-4 (第 14 冊:平裝)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91 (第 9 冊:平裝)
861.57
魔法★探險家 :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
年男二又怎樣,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
由生活 / 入栖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9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73-4 (第
1 冊:平裝)
861.57
魔術學園領域的拳王. 4, 白雪姬亂逆
/ 下等妙人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32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60-4 (平
裝)
861.57
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 1, 被最強小
隊放逐的廚師(Lv.99)在鄉下如願以
償開設了冒險者餐廳 / 君川優樹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70-7 (平裝)
861.57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2, 科學偵探 vs.受
詛咒的校外旅行 / 佐東綠等著 ; 木木
(KIKI)繪 ;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986-5503-70-3 ( 平 裝 )
NT$350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3, 科學偵探 vs.魔
界都市傳說 / 佐東綠等著 ; 木木
(KIKI)繪 ;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986-5503-71-0 ( 平 裝 )
NT$350
861.596

當我們同在一起 / 高森美由紀作 ;
mirocomachiko 繪 ; 米雅譯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345-1 (精裝) NT$280
861.596
金色的小鳥 / 阿萬紀美子文 ; 荒井良
二圖 ; 小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909 .-- 80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338-343-7 (平裝)
NT$230
861.599
想想下北澤 / 吉本芭娜娜著 ; 劉子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08 面; 20 公分 .-- (藍小說 ;
841) .-- ISBN 978-957-13-8311-8 (平裝)
NT$280
861.67
我故鄉月明洞 神蹟的山谷 = 내 고향
윌멩동 표적의 골짜기 / 鄭明析詩 ;
明言翻譯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0908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957-1-2 ( 精 裝 )
NT$300
862.51
五十人 / 鄭世朗(정세랑)著 ; 尹嘉玄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Muses) .-ISBN 978-957-05-3282-1 ( 平 裝 )
NT$420
862.57

865.751
模犯生 / 吉妲楠.莨翩莎姆(Jidanun
Lueangpiansamut)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5-1 (平裝)
868.257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 劉怡廷, 格子
幫文 ; 糖果工房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10908 .-- 160 面; 25 公分 .-- (萌
帥 校 園 系 列 ) .-- ISBN 978-957-658401-5 (第 5 冊:平裝) NT$300
868.759

臺灣文學
現存臺灣復刻 / 劉維瑛策劃執行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32-099-7 (第 1
冊 : 精 裝 ) NT$500 .-- ISBN 978-986532-100-0 (第 2 冊:精裝) NT$500 .-ISBN 978-986-532-101-7 (第 3 冊:精裝)
NT$500 .-- ISBN 978-986-532-102-4 (第
4 冊:精裝) NT$500 .-- ISBN 978-986532-103-1 (第 5 冊:精裝) NT$500 .-ISBN 978-986-532-104-8 (全套:精裝)
1.臺灣文學 2.期刊 3.歷史 863.05

為了好好活著,我們最終走向更壞 /

追夢的人 : 涂靜怡作品評論集 / 賴益
成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
10908 .-- 286 面; 21 公分 .-- (文化書
坊 ; 39) .-- ISBN 978-986-446-014-4 (精
裝) NT$50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863.21

林率兒(임솔아)著 ; 陳聖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16) .-ISBN 978-986-507-172-1 ( 平 裝 )
NT$320
862.57

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 : 國家與小寫
的人 / 莊瑞琳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0909 .-- 156 面; 23 公
分 .-- (春山文藝 ; 8) .-- ISBN 978-98699072-8-6 (平裝) NT$400
1.臺灣小說 2.文學評論 863.27

沙與泡沫 / 紀伯倫文 ; 馬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8 .-- 288
面; 1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189-993-0 (平裝) NT$250
865.751

文雨飛陽 : 蘭陽青年文學獎暨鄉土
書寫得獎詩文作品集. 第十九屆 / 徐
惠隆主編 .-- 宜蘭縣冬山鄉 : 宜縣文
藝作家協會, 10908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003-5-7 (平裝)
NT$200
863.3

沉默的蘆葦 : 漢阿雙語詩集 / 薩約翰.
法耶茲.卡拉姆(ليو نا سرجون فايز: ترجمة
)كرم作 ; 呂娜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讀
詩人 ; 136) .-- BOD 版; 中阿對照 .-ISBN 978-986-445-413-6 ( 平 裝 )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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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文選. 一 0 九年度 / 臺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建國高中
國文科教研會, 10908 .-- 4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8546-8-0 (平裝)
NT$250
863.3

(文史哲詩叢 ; 146) .-- ISBN 978-986314-517-2 (平裝) NT$220
863.51

偵探在菜市場裡迷了路 : 台灣推理
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 /
牛小流等作 ; 陳瑠琍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7-79 (平裝) NT$400
863.3

如果,這裡有海 / 賴文誠作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168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28
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23-64-3 (平裝) NT$100
863.51

圓的流動 The Flowing of Dots.El Flujo
de Lunares : 謝碧修漢英西三語詩集 /
謝碧修著 ; 戴珍妮, 戴茉莉英譯 ; 秦
佾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0908 .-- 196 面; 21 公分 .-- (語
言文學類 ; PG2417)(台灣詩叢 ; 12)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5-2 (平
裝) NT$240
863.51

我也 : 陳峻誌詩集 / 陳峻誌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易禧樂學, 10907 .-- 23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3-05 (平裝) NT$200
863.51

詩的聲音 / 楊鴻銘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 10907 .-- 238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24) .-- ISBN 978-986314-516-5 (平裝) NT$350
863.51

坐進空白 : 向明寫詩讀詩 / 向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 10908 .-223 面; 21 公分 .-- (詩歌書坊 ; 79) .-ISBN 978-986-446-015-1 ( 精 裝 )
NT$500
863.51

詩情話義 : 閩南語古典詩創作營作
品專輯. 二 / 林錦花等作 .-- [嘉義縣
太保市] : 嘉縣府, 10907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4-39-8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863.51

星星的任期太長了 / 陳思嫻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891-7-0 (平裝) NT$280
863.51

鼠鼠.數數.看看 : 林煥彰詩畫集 / 林
煥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172 面; 26 公分 .-- (閱讀大
詩 ; 4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2-9 (平裝) NT$350
863.51

輔仁大學野聲文學獎作品集. 第三屆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中文系, 10907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843-530 (平裝)
863.3
太髒的日子妳不要看 / 李宇䬠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69-6 (平裝) NT$250
863.4
月光掖佇海銀塗 / 吳正任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學街, 10908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12-74 (平裝) NT$400
863.4
一個人的行腳 / 洪博學著 .-- 初版 .-高雄市 : 春暉, 10908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524-40-8 (平裝)
NT$300
863.51
*子青詩作選 : 請給毛孩一個家 = A
poetry collection: please give the stray a
home / 魯子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6-7-5 ( 平 裝 )
NT$300
863.51
小遷徙 / 曹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664) .-- ISBN 978-986323-352-7 (平裝) NT$320
863.51
只剩下海可以相信 / 陳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再現 ; HR041) .-ISBN 978-986-98885-0-9 ( 平 裝 )
NT$340
863.51
名字 / 紀州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7 .-- 110 面; 21 公分 .--

南迴 / 陳延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0909 .-- 160 面; 19X17 公
分 .-- (雙囍文學 ; 2) .-- ISBN 978-98698388-4-9 (平裝) NT$300
863.51
海洋詩創作徵選得獎作品集. 第 2 屆
/ 王閎平等著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1-3 (平裝)
863.51
浮海詩存 / 何英傑作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08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1-8 (平裝) NT$250
863.51
野雀 / 路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909 .-- 9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526-63-4 ( 平 裝 )
NT$200
863.51
詩中真有味 = Poetic flavor in poetry /
許其正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
哲, 10907 .-- 188 面; 21 公分 .-- (華文
現代詩叢刊 ; 2)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314-519-6 (平裝) NT$280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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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藍集 / 阮綠茵詩 ; 藍崇文, 阮綠茵
攝影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164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9-8 (平裝) NT$500
863.51
親愛的,透光的詩飛起來了! : 振聲高
中詩選集 / 歷屆振聲文藝獎新詩組
部分獲獎同學, 戴曉蘋, 劉早琴作 .-初版 .-- 桃園市 : 天主教振聲高中,
10908 .-- 28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3838-1-3 (平裝)
863.51
親愛的聶魯達 My Beloved Neruda : 陳
秀珍漢英雙語詩集 / 陳秀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31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08)(台灣詩叢 ; 13) .-- BOD 版;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326-833-8 (平
裝) NT$390
863.51
獨角音樂劇<<焢肉遇見你>>原著劇
本 = Meant to meat / 張芯慈著 .-- 臺北
市 : C MUSICAL 製作, 10908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63-09 (平裝)

863.54
一想到九份 / 賴舒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176 面; 23
公分 .-- (View ; 83) .-- ISBN 978-95713-8323-1 (平裝) NT$380
863.55
人文雞尾酒 / 王之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907 .-- 168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25) .-- ISBN 978986-314-518-9 (平裝) NT$260
863.55
人生像一座舞台 / 林豐賓著 .-- 新北
市 : 林宇聲, 109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3-0 (平裝)
863.55
大家都有病. 2, 跟笨蛋一起談戀愛 /
朱德庸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8 .-- 264 面; 22X21 公分 .-- (朱
德庸作品集 ; 29) .-- ISBN 978-957-138310-1 (平裝) NT$399
863.55
山教我的事 / 沈恩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游擊文化, 10909 .-- 192 面; 26
公分 .-- (window ; 8) .-- ISBN 978-98699347-0-1 (平裝) NT$500
863.55
父刻回憶 : 獻給最思念的你 / 田知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4-3 (平裝)
863.55
不是所有親密關係都叫做愛情 / 陳
雪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圓 神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
叢 ; 280) .-- ISBN 978-986-133-727-2
(平裝) NT$350
863.55
什麼事都在發生 / 朱德庸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40
面; 21X22 公分 .-- (朱德庸作品集 ;
24) .-- ISBN 978-957-13-8296-8 (平裝)
NT$380 .-- ISBN 978-957-13-8304-0 (精
裝) NT$480
863.55
四張犁 / 葉鴻洲作 .-- 第一版 .-- 彰化
縣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28 輯, 彰
化縣作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23-67-4 (平裝) NT$100
863.55

宇宙機器人 / 張嘉洲著 .-- 臺中市 : 張
嘉洲, 10908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0-2 (平裝) NT$280
863.55
吃頭.暗室霞光.蚵嗲女孩.晴空裡的
黑翅鳶.黑暗星球 : 浯島文學獎散文
組作品輯. 2019 第 16 屆 / 張燕輝等
作 ; 黃雅芬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07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4-9 (平
裝) NT$150
863.55

遙遠的公路 / 舒國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908 .-- 286
面; 20 公分 .-- (文學森林 ; YY0233) .- ISBN 978-986-99179-3-3 ( 平 裝 )
NT$340
863.55
談天說地 : 說老人、說老師、說老
話 / 劉雨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
懷瑾文化, 10910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37-9-8 ( 平 裝 )
NT$300
863.55

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 / 王天寬著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91-3 (平裝) NT$300
863.55

橫濱浪子 / 林嵩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一品, 10907 .-- 5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96-6-9 ( 平 裝 )
NT$500
863.55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 張亦絢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23-7 ( 平 裝 )
NT$300
863.55

一九三 0.烏山頭 / 謝金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寸文創, 10908 .-- 168 面;
20X19 公分 .-- (色無界 ; 3) .-- ISBN
978-986-95367-8-3 (平裝) NT$320
863.57

後少女時代 / 劉庭妤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230 面; 21 公
分 .-- (釀文學 ; 3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4-3 (平裝) NT$280
863.55

一百萬的玩物 / 怒放月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22) .-- ISBN 978-986-505-138-9 (平
裝) NT$250
863.57

穿越銀夜的靈魂 / 羅任玲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羅任玲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08-5582-1 (平裝)
863.55

大明星小明星 / 水巷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0908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362-9-9 (平
裝)
863.57

書寫解憂 : 用文字和自己談心的 21
個練習 / 詹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2-0-4 ( 平 裝 )
NT$299
863.55

大荒遺冊 : 三秀 / YANG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8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64198-7 (第 1 卷:平裝) NT$450
863.57

畫符 / 李秉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九
歌文庫 ; 1335) .-- ISBN 978-986-450306-3 (平裝) NT$200
863.55
鄉情 親情 師生情 / 黃天壚作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168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28
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23-65-0 (平裝) NT$100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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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 人間誌異 / 星子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07) .-- ISBN 978986-99310-1-4 (平裝) NT$330
863.57
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 / 黃家祥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INK 印 刻 文 學 ,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書) .-- ISBN 978-986-387-356-3 (平裝)
863.57
天黑黑 / 藍斯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

分 .-- (夜幕低垂 ; 173) .-- ISBN 978986-98305-6-0 (平裝) NT$300
863.57
不跟男生交往的話就無法轉大人了
喔 / 午夜藍作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451-6 (第 1 冊:平裝) NT$240
863.57
半生 / 吳曉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鏡小說 ; 38) .-- ISBN 978-986-988685-7 (平裝) NT$380
863.57
生命、宇宙、手搖茶 / 吉米羅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一年一本游擊編輯
組,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66-1-9 (平裝) NT$300
863.57
末等魂師第 2 部. 1, 出門不要忘了帶
哥哥 / 銀千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 : 皇冠發行,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銀千羽作品 ; 8) .-ISBN 978-986-98906-5-6 (平裝)
863.57
回到月亮許諾的那天 / Misa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07-7-9 (平
裝) NT$270
863.57
百鬼夜行. 卷 1, 林投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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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09) .-- ISBN
978-986-99310-0-7 (平裝) NT$320
863.57
乩童警探 : 雙重謀殺 / 張國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36) .-- ISBN
978-986-98868-7-1 (平裝) NT$380
863.57
床夫求包養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7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38-8 (平裝) NT$190
863.57
我把時光予你 / 暖暖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0908 .-- 228 面; 21 公
分 .-- (要青春 ; 70)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1-3 (平裝) NT$300
863.57

我的家在康樂里 / 謝鑫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248 (平裝) NT$360
863.57
我的真實鬼事 / 汎遇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鬼物語 ; 26) .-- ISBN 978-986453-126-4 (平裝) NT$250
863.57
你所說的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 條子
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Vision ;
198) .-- ISBN 978-986-406-199-0 (平裝)
NT$300
863.57
我想像的健太郎同學 / 小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07-8-6 (平
裝) NT$260
863.57
來生別哭 / 溫如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皇冠叢書 ; 第 4871 種)(有時 ; 13) .-ISBN 978-957-33-3570-2 ( 平 裝 )
NT$340
863.57
拐個夫君生娃娃 / 青微作 .-- 初版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2-5 (平裝) NT$190
863.57
其實應該是壞掉了 / 高博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36) .- ISBN 978-986-387-352-5 ( 平 裝 )
NT$320
863.57
花樣捕快 / 夢南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33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0401) .-- ISBN
978-957-788-965-2 (平裝) NT$270
863.57

冊 .-- ISBN 978-986-95274-1-5 (卷 1:平
裝) NT$400 .-- ISBN 978-986-95274-46 (卷 4: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95274-3-9 (卷 3: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95274-2-2 ( 卷 2: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86-95274-5-3 (全
套:平裝)
863.57
風中有朵血做的雲 : 浯島文學獎小
說組優選作品輯. 2019 第 16 屆 / 吳其
穎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
文化局, 10907 .-- 236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5428-53-2 ( 平 裝 )
NT$250
863.57
胡神 : 浯島文學獎小說組首獎作品
輯. 2019 第 16 屆 / 姜天陸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07 .-- 2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2-5 (平裝) NT$250
863.57
浪漫輸給你 : 電視劇小說 / 三立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 廖紹妤小說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03-5 (平裝)
863.57
烏 鴉 送 禍 : 幽 聲 夜 語 . 4 = Night
whispers / 醉琉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0908 .-- 256 面; 20 公
分 .-- (蓬萊詭話 ; PG004) .-- ISBN 978986-319-500-9 (平裝) NT$250
863.57
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 / 陳信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0909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74-3-5 (平裝) NT$320
863.57
鬼獨家 : 找鬼記者的靈異事件簿 / 錯
別字(賴正鎧)作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
會, 10909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59-7-3 (平裝) NT$330
863.57

妻離子來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49 (平裝) NT$190
863.57

悸風之夏 / La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PO 小
說 ; 48) .-- ISBN 978-986-99230-1-9 (平
裝) NT$280
863.57

陌上飛花昔人非 / 時起雲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時溪工作室, 10908 .--

帶球嫁總裁 / 桔子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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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39-5 (平裝) NT$190
863.57
異遊鬼簿 : 死靈 / 笭菁作 .-- 初版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898 (平裝) NT$180
863.57
無人知曉的青春 / 林娟娟作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176 面; 21 公分 .-- (磺溪文學. 第 28
輯, 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 ISBN 978986-5423-66-7 (平裝) NT$100
863.57
跋扈總裁想啃妻 / 金晶作 .-- 初版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1-8 (平裝) NT$190
863.57
禁忌錄 : 懷孕 / 笭菁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90-4 (平
裝) NT$200
863.57
愛的不久時 : 南特/巴黎回憶錄 / 張亦
絢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22-0 (平
裝) NT$350
863.57
農門出貴妻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29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1101) .-- ISBN
978-957-788-977-5 (平裝) NT$260
863.57
嫁個浪蕩不羈的癖男 / 可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出版 : 桃子
熊工作室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454) .-- ISBN 978-986335-626-4 (平裝) NT$210
863.57
暗影者 : 甯安 / 半杯火著 .-- 一版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232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47) .-- BOD 版 .-ISBN 978-986-445-409-9 ( 平 裝 )
NT$280
863.57
遊戲四部曲 : 馬至中篇小說集 / 馬至
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7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01 (平裝) NT$420

863.57

863.57

睡了總裁難脫身 / 夜煒作 .-- 初版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3-2 (平裝) NT$190
863.57

孽子 / 白先勇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908 .-- 500 面; 21 公分 .- ( 傳 世 典 藏 ; 1) .-- ISBN 978-98698686-7-9 (精裝) NT$500
863.57

粽邪 / 華影國際影藝有限公司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暖 暖 書 屋 文 化 ,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4-7 (平裝) NT$300
863.57

魔方 : 說不出口的真相 / 郭良蕙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9-5 (平裝) NT$300
863.57

敲昏鯨魚 / 包冠涵著 .-- 增訂一版 .-臺北市 : 九歌, 10909 .-- 256 面; 21 公
分 .-- (九歌文庫 ; 1337) .-- ISBN 978986-450-307-0 (平裝) NT$300
863.57

驕寵和離妻 / 艾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29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1401) .-- ISBN
978-957-788-978-2 (平裝) NT$280
863.57

錯小姐 / 蔡小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珍愛晶鑽 ; 267) .-- ISBN 978-986335-624-0 (平裝) NT$280
863.57

驚世小娘子之夫君天生涼薄 / 綠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90701) .-- ISBN 978-957-788-9676 (平裝) NT$280
863.57

親親老婆不准離婚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53) .-- ISBN
978-986-335-625-7 (平裝) NT$220
863.57
總裁讓徐秘書又有了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0-1 (平裝) NT$190
863.57
穗穗平安 / 蒔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1801) .-- ISBN 978957-788-988-1 (平裝) NT$280
863.57
*藍色海岸線 : 屏東縣作家作品集 /
陳凱琳作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縣
府,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6-49-1 (平裝) NT$300
863.57
羅馬假期 001 期 = Roman holiday / 莫
斯卡托, 本生燈作 .-- [新北市] : 凱薩
GLORY, 10908 .-- 10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999-7-0 (平裝)
863.57
爆彈的露露西亞. 1, 來自深淵的奏鳴
曲 / 雷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7 .-- 3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05-131-0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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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世小娘子之注定要休夫 ? / 千尋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90601) .-- ISBN 978-957-788-9669 (平裝) NT$300
863.57
驚世小娘子之娘子剋親? / 風光著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296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90801) .-- ISBN 978-957-788-968-3
(平裝) NT$260
863.57
*九重葛裡的童話世界 : 金竹國小學
習成果輯. 108 學年度 / 吳俐錦等編
輯 .-- 高雄市 : 高市金竹國小, 10907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5-2 (平裝)
863.593
小心!有狼出沒 / 李光福作 ; 法蘭克
繪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校安紅綠
燈 ; SF002) .-- ISBN 978-957-451-658-2
(平裝) NT$240
863.596
小蜜蜂 XX / 張國立文 ; 張永仁圖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巴巴文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03-4-3 (平裝)
863.596

我要追夢哪裡傻! / 郭恆祺著 ; BO2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120 面; 21 公分 .-- (文具精靈
國 ; 4) .-- ISBN 978-986-5513-63-4 (平
裝) NT$290
863.596
狐狸澡堂 / 亞平著 ; 黃雅玲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538 (第 3 冊:平裝) NT$280
863.596
芝麻不開門 / 李光福作 ; 恬恬繪 .-- 一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校安紅綠燈 ; SF001) .- ISBN 978-957-451-659-9 ( 平 裝 )
NT$240
863.596
城南舊事(圖文註釋版) / 林海音文 ;
關維興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0-9 (平裝) NT$460
863.596
珍珠海精靈找媽媽 / 陶綺彤作 ; 就就
貓 繪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福 地 ,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 (Q 讀本 ;
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787-60 (平裝) NT$200
863.596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5-6 (平裝) NT$330
863.596
有鴿子的夏天 / 劉海棲著 ; 王祖民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1-624-7 (平裝) NT$280
863.597
瞳 / 葉宣哲作 ; DaDa L.Ch 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9 .-- 64 面;
28 公分 .-- (星月書房) .-- ISBN 978986-294-258-1 (精裝) NT$350
863.598
安心國小. 1, 我們是同一掛的 / 岑澎
維文 ;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47-6 (平裝)
863.599
安心國小. 2, 霸凌試試看 / 岑澎維文 ;
張庭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09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5-48-3 (平裝)
863.599
新小王子 / 林柏儀(PP 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背號一三, 10907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21-03 (精裝) NT$390
863.599

穿越故宮大冒險. 5 : 谿山行旅圖冰獸
任務 / 鄭宗弦著 ; swawa.com 繪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43-8 (平裝) NT$300
863.596

有夢在自家个心肝肚 / 邱一帆著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0907 .-240 面; 21 公分 .-- (台灣客家文學家
作 品 集 ) .-- ISBN 978-986-97161-3-0
(平裝) NT$360
863.74

動物星球偵探事件簿. 2, 推理要在放
學後 / 王宇清等文 ; 九子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88 面; 21 公
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87) .-- ISBN
978-957-8544-43-7 (平裝) NT$340
863.596

*高屏六堆客家采風錄. 三 / 張添雄
著 .-- 一 版 .-- 屏 東 縣 : 張 添 雄 ,
109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823-4 (平裝)
863.74

都是珍奶惹的禍 / 李光福作 ; 綠豆芃
繪 .-- 一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校安紅綠
燈 ; SF003) .-- ISBN 978-957-451-657-5
(平裝) NT$240
863.596
崑崙傳說 : 妖獸奇案 / 黃秋芳作 ;
Cinyee Chiu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臺南文學記往 / 龔顯宗著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278 面;
21 公分 .-- (臺南文學叢書 ; L134) .-ISBN 978-986-5430-28-3 ( 平 裝 )
NT$300
1.臺灣文學史 2.地方文學 3.臺南市
863.9/129

西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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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華美的詩宴 : 英國十九世紀六
大詩人詩選 / 游元弘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7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29-7 (平
裝) NT$390
873.51
我們的家 / 露易絲.康德黎作 ; 甘鎮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4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7-0 (平裝)
873.57
貝倫與露西恩 : 扎爾金中土愛情史
詩 / J.R.R.托爾金著 ; 石中歌, 杜蘊慈,
鄧嘉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托爾金作品集) .-- ISBN 978-957-085571-5 (平裝)
873.57
動物農莊 / 喬治.歐威爾著 ; 楊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40) .-ISBN 978-957-13-8299-9 ( 精 裝 )
NT$250
873.57
騙 子 律 師 / 史 蒂 夫 . 卡 瓦 納 (Steve
Cavanagh)作 ; 林零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84 面; 21 公
分 .-- (Mystery world ; MY0014)(艾迪.
弗林系列 ; 3) .-- ISBN 978-986-550935-4 (平裝) NT$400
873.57
魔法星際寵物. 3, 惡夢成真 / 琳達.查
普曼(Linda Chapman)作 ; 陳思因譯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9 .-192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72) .-ISBN 978-957-521-415-9 ( 平 裝 )
NT$200
873.59
小熊維尼 / 艾倫.亞歷山大.米恩(A. A.
Milne)著 ;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愛米粒,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愛經典 ; 17) .-- ISBN 978-986-989392-3 (平裝) NT$200
873.596
愛麗絲夢遊仙境 / 路易斯.凱洛(Lewis
Carroll)著 ; 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
繪 ; 李漢昭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08 .-- 294 面; 21 公分 .-- (愛藏
本 ; 102) .-- 中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986-5529-39-0 (精裝) NT$290

873.596
雙重魔法 /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 朱崇
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300 面; 21 公分 .-- (昔日巫師系列 ;
2) .-- ISBN 978-957-10-9084-9 (平裝)
873.596
魔法樹. 4, 沒完沒了的遠遠樹 / 伊妮.
布萊敦作 ;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487-38-1 (平裝)
873.596
窗下 : 給孩子的圖畫韻詩 / 凱特.格林
威(Kate Greenaway)文圖 ; 孔維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9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850 (精裝) NT$320
873.598
鵝媽媽童謠集 / 佚名合著 ; 凱特.格林
威(Kate Greenaway)圖 ; 李珞玟譯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9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867 (精裝) NT$300
873.598
凱迪克兒童圖畫書集 / 威廉. 古伯
(William Cooper)文 ; 藍道夫.凱迪克
(Randolph Caldecott)圖 ; 劉孟穎, 孔維
真 譯 .-- 新 北 市 : 韋 伯 文 化 國 際 ,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27-3843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427-383-6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427-382-9 (第 1 冊:平
裝) NT$350
873.599
愛在黎明破曉時+愛在日落巴黎時+
愛在午夜希臘時 : (愛在三部曲 25 週
年紀念典藏版),經典全劇作+精美劇
照 / 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r)
等作 ; 穆卓芸, 謝靜雯譯 .-- 初版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4-0-6 (平裝) NT$600
874.55
四季 / 史蒂芬.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8 .-- 592 面; 21 公分 .-(史蒂芬金選 ; 43) .-- ISBN 978-957-333559-7 (平裝)
874.57
好妻子(小婦人續集) / 露易莎.梅.艾
考特(Louisa May Alcott)著 ; 劉珮芳,

賴怡毓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909 .-- 408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28) .-- ISBN 978-986-178-525-7
(平裝) NT$380
874.57
如果我們是天生一對 / 貝琪.艾柏塔
利 (Becky Albertalli), 亞 當 . 席 佛 拉
(Adam Silvera)作 ; 成曼曼譯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0907 .-- 344 面; 21 公
分 .-- (譯叢 ; 89) .-- ISBN 978-986-323350-3 (平裝) NT$360
874.57

21 公分 .-- (h+w ; 14) .-- ISBN 978-9579447-82-9 (平裝) NT$499
874.57
權力之路(飢餓遊戲前傳) / 蘇珊.柯林
斯(Suzanne Collins)著 ; 王心瑩譯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9 .-672 面; 21 公分 .-- (R ; 98) .-- ISBN 978986-5549-00-8 (平裝) NT$500
874.57

怪奇孤兒院第二部. 2, 群鳥會議 / 蘭
森.瑞格斯著 ; 陳思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99-7 (平裝)
874.57

史賴皮搞怪連篇. 3 : 邪惡雙胞胎 /
R.L.史坦恩(R.L.Stine)作 ; 向小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64 面;
21 公 分 .-- ( 雞 皮 疙 瘩 系 列 叢 書 ;
103) .-- ISBN 978-986-477-880-5 (平裝)
NT$250
874.596

幽影王冠. 4, 完結篇 / 凱德兒.布雷克
(Kendare Blake)著 ; 馬新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Q 小說) .-- ISBN 978-986-235856-6 (平裝) NT$380
874.57

老人與海 /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原著 ; 區國強改寫 ; 黃薏文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
典 ; 60) .-- ISBN 978-986-338-347-5 (平
裝) NT$180
874.596

消失的她們 / 茱莉亞.菲力普斯(Julia
Phillips)著 ; 葉佳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854-1 ( 平 裝 )
NT$380
874.57

為什麼? / 亞當.雷克斯(Adam Rex)文 ;
克萊兒.基恩(Claire Keane)圖 ; 游珮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60 面; 23X23 公分 .-- (iREAD) .-- ISBN
978-957-14-6888-4 (精裝)
874.596

恩典 / 娜塔莎.迪恩(Natashia Deón)作 ;
王冠中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橙舍
文化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發行,
10909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376-0-3 (平裝) NT$380
874.57

莫里斯不煩了 : 7 天引導孩子排除恐
懼、焦慮等壞情緒 / 卡爾-約翰.厄林
作 ; 許可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何, 10909 .-- 32 面; 26 公分 .-- (Happt
family ; 82) .-- ISBN 978-986-136-557-2
(精裝)
874.596

凱莉摩拉 / 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作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明, 10908 .-- 256 面; 15 公分 .-ISBN 978-986-98774-2-8 ( 平 裝 )
NT$300
874.57
萬惡之王 / 荷莉.布萊克著 ; 盧相如翻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語風之靈 ; 2) .-- ISBN
978-957-658-400-8 (平裝) NT$400
874.57
銘印之子 : 岸落之夜 / Robert Jackson
Bennett 著 ; 歸也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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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48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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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家學院 : 星丘大穿越 / 楚蒂.楚伊
特(Trudi Trueit)著 ; 韓絜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22-95-8 (平裝) NT$380
874.596
魔法童話. 3, 格林警告 / 克里斯.柯爾
弗(Chris Colfer)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8 .-- 冊 .-- (PLUS 讀本 ;
9-10) .-- ISBN 978-957-521-414-2 (全套:
平裝) NT$420
874.596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世
紀經典 ; 3) .-- ISBN 978-986-98693-5-5
(精裝) NT$350
876.57
巴黎三劍客 / 大仲馬著 ; 郭志敏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冊 .-ISBN 978-986-352-876-0 (上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86-352-886-9 (下
冊:平裝) NT$340
876.57
血清素 : 時代的挑釁者 : 韋勒貝克再
掀文壇巨浪之作 / 米榭. 韋勒貝克
(Michel Houellebecq)著 ; 嚴慧瑩譯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03-7 (平裝) NT$350
876.57
奇幻世界 : 精靈少女二部曲 / 妙莉葉.
芭貝里(Muriel Barberry)著 ; 吳謦竹,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獨.小說 ;
45) .-- ISBN 978-986-477-887-4 (平裝)
NT$360
876.57
追憶似水年華 / 馬塞爾. 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著 ; 李恒基, 徐繼曾
譯 .-- 三版三刷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冊 .-- (聯經經典) .-- ISBN
978-957-08-5574-6 (全套:精裝)
876.57
列那狐的故事 / M.H.吉羅夫人作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10909 .-160 面; 23 公分 .-- (大師名著 ; 7) .-ISBN 978-986-99212-3-7 ( 平 裝 )
NT$320
876.596
消失的島嶼 / 羅貝托.皮烏米尼
(Roberto Piumini) 作 ; 保 羅 . 阿 勒 坦
(Paolo D'Altan)繪 ; 亞比譯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0 .-- 152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346-8 (精裝) NT$280
877.57
木偶奇遇記 / 卡洛.科洛迪著 ; Eason
繪圖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 10909 .-128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33) .-- ISBN 978-986-99075-2-1 (平裝)
NT$300
877.5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 / 馬提亞斯.艾
德華森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9-8 (平裝)
881.357
死亡回聲 / 尤翰.提歐林作 ; 宋瑛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01) .-- ISBN 978-957-741-287-4 (平裝)
NT$399
881.357
弒警犯 / 麥伊.荷瓦兒(Maj Sjöwall), 培
爾. 法勒(Per Wahlöö) 合著 ; 柯翠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400 面; 21 公
分 .-- (馬丁. 貝克刑事檔案 ; 9) .-ISBN 978-986-359-821-3 ( 平 裝 )
NT$400
881.357
*橘子少女 / 喬斯坦.賈德著 ; 黃銘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8 .-- 290 面; 21 公分 .-- (心靈勵
志 ; 26) .-- ISBN 978-957-8393-89-9 (平
裝) NT$360
881.457
守門員的焦慮 / 彼得.漢德克作 ; 姬健
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木馬文學 ; 149) .-- ISBN
978-986-359-826-8 (精裝) NT$350
882.257

福爾摩莎黎明時 / 達尼洛.桑切斯
(Danilo Sánchez Lihón)著 ; 李魁賢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14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420)(名流詩叢 ; 3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9-0 (平裝)
NT$200
885.8251

新聞學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19161928). 第二卷 / 王潤澤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華民國新聞史(1912-1949) ; 第 34 冊) .-- ISBN 978-986-518-133-8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34-5 (下
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19371945). 第四卷 / 劉亞等著 .-- 初版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中華民國新聞史(1912-1949)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137-6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38-3 (下
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19271937). 第三卷 / 劉繼忠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華民國新聞史(1912-1949) ; 第 56 冊) .-- ISBN 978-986-518-135-2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18-136-9 (下
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賦別曲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著 ; 尉遲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4875 種)(米蘭.昆德拉全集 ;
4) .-- ISBN 978-957-33-3564-1 (平裝)
NT$420
882.457

民國南京政府後期的新聞業(19451949). 第五卷 / 艾紅紅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中華民國新聞史(1912-1949)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518-139-0 (上
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40-6
(下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使女的故事. 續集 : 證詞 / 瑪格麗特.
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作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愛特伍作品集 ; 13) .-- ISBN 978986-99305-0-5 (平裝) NT$460
885.357

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 / 白潤
生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326 面; 26 公分 .-- (民國
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4 冊) .-ISBN 978-986-518-121-5 (精裝)
1.新聞史 2.少數民族 3.中國
890.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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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 / 鄧紹
根, 李興博, 張文婷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88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
書 ; 第 11 冊) .-- ISBN 978-986-518128-4 (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 / 韓叢耀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
叢書 ; 第 7-8 冊) .-- ISBN 978-986-518124-6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25-3 (下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時期的軍隊新聞業 / 劉亞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9-10 冊) .-- ISBN 978-986-518-126-0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18-1277 (下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創建前後及袁世凱時期的新聞
業(1912-1916). 第一卷 / 倪延年等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冊 .-- ( 中 華 民 國 新 聞 史
(1912-1949)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131-4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518-132-1 (下冊: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 / 李建新著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8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專題史
研究叢書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120-8 (精裝)
1.新聞史 2.傳播教育 3.中國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 / 萬京華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74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
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119-2 (精裝)
1.新聞史 2.中國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 / 張立勤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306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
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12 冊) .-- ISBN
978-986-518-129-1 (精裝)
1.新聞業 2.民國史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 / 方曉紅
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312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
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5 冊) .-- ISBN
978-986-518-122-2 (精裝)
1.新聞史 2.中國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 / 艾紅紅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花 木 蘭 文 化 ,
10909 .-- 270 面; 26 公分 .-- (民國新聞
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1 冊) .-- ISBN
978-986-518-118-5 (精裝)
1.廣播事業 2.歷史 3.中國 890.9208
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 / 徐新平, 李
秀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330 面; 26 公分 .-- (民國
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 第 6 冊) .-ISBN 978-986-518-123-9 (精裝)
1.新聞學 2.中國 890.9208

成舍我報業實踐研究 / 孟鵬著 ; 方漢
奇主編 ; 王潤澤, 程曼麗副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252 面; 26 公分 .-- (中國新聞史研究
輯刊. 五編 ; 第 3 冊) .-- ISBN 978-986518-168-0 (精裝)
1.中國報業史 890.9208
被篡改的家國意識 : 政治文化視角
下的<<滿洲報>>副刊研究(1931-1937)
/ 陳曦著 ; 方漢奇主編 ; 王潤澤, 程曼
麗副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280 面; 26 公分 .-- (中
國新聞史研究輯刊. 五編 ; 第 1 冊) .-ISBN 978-986-518-166-6 (精裝)
1.中國新聞史 2.中國報業史 3.讀物
研究 890.9208
殖民文化詮釋與建構 : 偽滿時期<<
盛京時報>>「主辦事業」研究(19311944) / 楊悅著 ; 方漢奇主編 ; 王潤澤,
程曼麗副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
木蘭文化, 10909 .-- 226 面; 26 公分 .- (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 五編 ; 第 2
冊) .-- ISBN 978-986-518-167-3 (精裝)
1.中國新聞史 2.中國報業史 3.讀物
研究 890.9208
報紙上的藏區 / 鄧備著 ; 方漢奇主編 ;
王潤澤, 程曼麗副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258 面;
26 公分 .-- (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 五
編 ; 第 4 冊) .-- ISBN 978-986-518-1697 (精裝)
1.中國報業史 890.9208
全能电视新闻记者之养成 / 杨青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 : 思行
文化傳播發行, 10907 .-- 184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名: 全能電視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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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養成 .-- ISBN 978-986-98507-6-6 (平
裝) NT$300
1.新聞記者 2.電視新聞 895.1

藝術類
總論
藝術,有意思 : 從古典樂到流行曲,從
文藝復興到現代藝術,提昇文青力的
必備手冊 / 覃子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3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4-7 (平裝) NT$299
1.藝術 2.通俗作品 900
形象科學 : 視覺文化研究大師 W.J.T.
米契爾,探索形象本質經典之作 /
W.J.T.米契爾(W.J.T. Mitchell)著 ; 石
武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9-39-2 (平裝) NT$600
1.藝術哲學 2.圖像學 3.影像文化
901.1
藝術何以如此悲傷 / 朴鐘澔(박종호)
著 ; 邱麟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
暖書屋文化, 10909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96-3-0 (平裝)
NT$300
1.藝術社會學 2.弱勢族群 3.藝術評
論 901.5
在途中 : 21 位俠女的藝術青春夢 / 簡
丹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
文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1-8 (平裝) NT$450
1.藝術行政 2.文化產業 3.女性 4.人
物志 901.6
直擊!森美術館數位行銷現場 : 活用
IG、推特、臉書社群媒體推廣展覽
的第一線實戰筆記 / 洞田貫晉一朗
著 ; 蔡青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9-0 (平裝) NT$380
1.森美術館 2.美術館 3.藝術展覽 4.
網路行銷 901.6
向眾神致敬 : 宮廟藝術展 = Paying
Tribute to Gods: The Art of Folk Belief /
潘襎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美

館, 10907 .-- 1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26-9 (平裝)
1.宗教藝術 2.美術館展覽 901.7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暨兩岸名家交
流展. 2020 / 鄒森均總編輯 .-- 宜蘭縣
三星鄉 : 宜縣美術學會, 10908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291-50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
台灣新編舞、戲創作三部曲之作品
集 = The trilogy of Taiwan contemporary
creative art through dance and opera / 許
美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8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8-223-6 (精裝) NT$1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在瘟疫的天空下 : 病毒的隱喻及其
他 = Under the pandemic : the metaphor
of virus and others / 嚴碧梅撰文 .-- 臺
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7 .-- 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093-5 (平裝)
NT$6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花燁 = The blaze of flowers / LUPA 作 .- 臺北市 : 糸日藝術, 10908 .-- 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322-02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年度大展作品
專輯. 2020 / 范姜明華, 鄭素華, 魏福
銘編輯校對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0908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1-242-3 (精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五
十 三 屆 = 53rd Armed forces golden
statue awar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 諸瑞
主編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910 .-- 3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43-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雲林生楊真祥畫會 : 楊真祥紀念作
品集 / 楊真祥著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行略企業, 10907 .-- 8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2945-1-5 (精裝)
NT$9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 109 年 =
Taichung City joint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artists. 2020 / 張大春總

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08 .- 348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7-1 (精裝) NT$8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夢游到你那裡 :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
中學畢業畫冊. 第 30 屆 / 國立新竹女
子高級中學第 30 屆美術班全體師生
作 .-- 新竹市 : 新竹女中,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172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 灣 美 術新 貌獎 . 2020 = The 2020
Taiwan Emerging Art Awards / 張大春
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港區藝術中
心, 10907 .-- 102 面; 26X25 公分 .-ISBN 978-986-5458-10-2 ( 平 裝 )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20 第 20
屆 = 20th Taiwan International Art
Association Exhibition / 林 信 維 等 編
輯 .-- 臺中市 :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10908 .-- 7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86-1-7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美術班
學生作品專輯. 32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中正國小, 10907 .-- 11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7-27-6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翰墨天下聯展. 2020 / 林金環, 林文炯
總編輯 .-- 新北市 : 台灣茶書畫藝術
聯誼會, 10907 .-- 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327-0-7 ( 平 裝 )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藝情.疫景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9-2020 = The power of art in a time
of pandemic : the 2019-2020 yearbook of
Art Center,CYCU / 陳敏慧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109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6-72-3 (平裝) NT$7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壇玩.頑童 : 古榮政薪傳展 = An
artist a naughty child in art / 古榮政作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908 .-- 104
面; 25X26 公分 .-- (竹塹藝術家薪火
相傳系列 ; 74) .-- ISBN 978-986-542138-0 (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421-39-7 (精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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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頂尖設計與藝術大師養成班 : 中央
聖馬丁藝術學院入學基礎課程 / 露
西.亞力山卓(Lucy Alexander), 提摩西.
米亞(Timothy Meara)著 ; 劉佳澐譯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8 .-- 25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489-396-6 (平裝)
NT$850
1.藝術教育 2.基礎課程 903
她們的創作日常 / Mason Currey 著 ;
莊安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392 面; 19 公分 .-- (聯經文
庫) .-- ISBN 978-957-08-5576-0 (平裝)
1.藝術家 2.女性傳記 3.創造力
909.9
追尋時代激盪中的自我 : 戰後畫家
劉耿一與台灣意識的興起 / 張閔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7 .--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0-3 (平裝) NT$300
1.劉耿一 2.藝術家 3.訪談 4.藝術評
論 909.933
以神祕微笑詮釋神性 : 解密達文西 /
林真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8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31-7 (平裝)
NT$299
1.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藝術家 3.科學家 4.傳記
909.945
從 0 開始圖解達文西 / 陳彬彬著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04) .-ISBN 978-986-5529-44-4 ( 平 裝 )
NT$350
1.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藝術家 3.科學家 4.傳記
909.945

音樂
兼容美學與音樂評論 : 哲學路徑、
批評方法與實踐 / 曾毓芬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4-4 (平
裝) NT$480
1.音樂美學 2.樂評 910.11
多元文化兒童音樂教育劇場 / 李之
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7 .-- 2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9-2 (平裝) NT$320
1.音樂教育 2.多元文化教育 3.兒童
教育 4.音樂劇 910.3
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音樂教學演
奏之理論與實務-傳統與創新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2019 / 何佩華等合著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學音
樂學系, 10907 .-- 12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991-1-6 (平裝)
1.音樂教育 2.文集 910.3
Fusion brian analysis & soloing / 蘇庭毅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6-66-5 (平裝) NT$800
1.樂評 2.演奏 910.7
至高の音樂. 3, 古典樂天才的登峰造
極 / 百田尚樹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有樂出版, 10907 .-- 288 面;
19 公分 .-- (音樂日和 ; 12) .-- ISBN
978-986-96477-4-8 (平裝) NT$320
1.音樂 2.音樂欣賞 3.文集 910.7
無聲的歡樂頌 : 用音樂征服命運的
貝多芬 / 盧芷庭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3-0 (平裝) NT$295
1.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音樂家 3.傳記
910.9943
我愛 ASTRO / Valerie 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愛偶像 ; 20) .-- ISBN 978-98699225-3-1 (平裝) NT$280
1.歌星 2.流行音樂 3.韓國 913.6032
電子音樂混音與聲音製造法 / 竹內
一弘著 ; 黃大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125-1 (平
裝) NT$750
1.電腦音樂 2.編曲 917.7
hi! CUBASE/NUENDO 入門 / 曹登昌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詮釋音樂文
化, 10908 .-- 37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5286-1-0 (平裝附光碟片)
1.電腦音樂 2.編曲 3.電腦軟體
917.7029

建築

高瞻遠矚 : 現代建築在臺灣實踐的
見證 : 高而潘建築作品珠玉展 =
Foresights :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by architect Kao Erh-Pan /
高而潘等撰文 ; 吳淑英主編 .-- 臺北
市 : 臺灣博物館, 10908 .-- 6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98-0 (平裝)
NT$2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
作 品 集 . 2019-2020 = Taipei Tech
Architecture 2019-2020 thesis review /
林靜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科大建築系, 10908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713-2-7 (精裝)
NT$599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20
=
FIABCI-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 / 廖宥珊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
會, 10907 .-- 29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8852-9-5 (精裝) NT$15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第八屆 =
8th Taichung Urban Design Awards / 黃
文彬, 王虹凌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府,
10908 .-- 13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5-7 (平裝) NT$500
1.都市建築 2.建築美術設計 3.空間
設計 4.臺中市 923.33/115
建築園冶獎. 2020 : 智慧綠建築.友善
心 環 境 = Yuan Ye awards. 2020 :
ecological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 社團法人高雄市
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10908 .-- 4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783-35 (精裝) NT$1200
1.景觀工程設計 2.景觀藝術 3.作品
集 929

雕塑
張國松石銅雕畫作品集 = A
compilation of Chang Kuo-Sung's mixed
media on wood panel carvings / 劉小草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劉 小 草 ,
10910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2-1 (精裝) NT$5000
1.雕刻 2.作品集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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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紀年印隨筆 : 陳宏勉篆刻手札 /
陳宏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君香室,
10907 .-- 250 面; 17 公分 .-- (君香室叢
書 ; 16) .-- ISBN 978-986-93272-4-4 (平
裝) NT$200
1.篆刻 2.文集 931.07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合木金
雕 江石德雕塑個展 / 林彥甫總編
輯 .-- 苗 栗 市 : 苗 縣 文 化 觀 光 局 ,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37-6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苗栗縣
三義木雕協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36-9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臺灣木
雕協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編輯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07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38-3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2020 : Taiwan
Ceramics Biennale / 龔雅雯總編輯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
物館, 10910 .-- 210 面; 27X28 公分 .-ISBN 978-986-5413-62-0 ( 平 裝 )
NT$10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書畫
從心所欲 : 蘇曼殊詩畫論稿 / 黃永健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170 面; 23 公分 .-- (美學藝術
類 ; PG2310)(秀威文哲叢書 ; 29)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6-9 (平
裝) NT$270
1.蘇曼殊 2.學術思想 3.畫論 940.98
世界名畫鑑賞入門 : 品味 101 幅西洋
藝術經典之美 / 陳韾儀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7 .-- 208 面;
23 公分 .-- (看懂一本通 ; 10) .-- ISBN
978-986-5529-37-6 (平裝) NT$350
1.畫家 2.傳記 3.畫論 940.99
靈動寰中 : 劉靈寰女士紀念創作集 /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
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南山中學,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91-2-4 (精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楚簡千字文 / 施春茂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3-9 (平裝)
NT$350
1.書法 2.簡牘文字 942.1
方舟渡痕 : 陳昆乾書法集 / 陳昆乾著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陳 昆 乾 ,
109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1-3 (平裝) NT$68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鄭銘書法展 :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
系博士班第五屆畢業生個展 =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Cheng-Ming /
賴梅春總編輯 .-- 苗栗縣竹南鎮 : 鄭
銘,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3-8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澄心書會作品集. 五 / 澄心書會著 .-初版 .-- 高雄市 : 澄心書會, 10907 .-11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6566-3-5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典藏論叢 : 桃園市立美術館水墨類
典藏研究專刊. 2019 = A compilation
of classics : research on Taoyuan
Museum of fine arts' ink painting
collection. 2019 / 盛鎧等撰文 ; 劉俊蘭
總 編 輯 .-- 桃 園 市 : 桃 市 美 術 館 ,
10909 .-- 3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1-67-1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學術研究 3.文集 944.07
台灣綠水畫會第三十屆會員暨第十
屆<<綠水賞>>徵件展 = The associated
exhibition of the 30th Taiwan
Greenwater Gouache Painting Society
member's artwork and the 10th Public
Gouache collections. 2020 .-- 桃園市 :
台灣綠水畫會, 10908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8580-8-4 (平裝)
1.膠彩畫 2.畫冊 945.5
墨墨啟動 : 臺灣高教藝術系所墨墨
啟動 20 校當代水墨大展專刊. 2020 /
林永發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
大學美術系, 10907 .-- 1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174-4-5 (平裝)
NT$12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藝論. 2020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系碩博士班-西畫組研討會專輯 = Art
forum. 2020 .-- 臺北市 : 師大美術系,
10908 .-- 2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2-0 (平裝)
1.西洋畫 2.文集 947.07
素描的原點 / 安德魯.路米斯作 ; 吳郁
芸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8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11-32-6 (平裝)
NT$599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動物速寫圖鑑 / 廷姆.龐德作 ; 何湘葳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8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4-6 (平裝) NT$450
1.素描 2.動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速寫台灣 : 跟著小開老師,從基礎學
起,速寫彩繪出你的台灣 style / 鄭開
翔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3-5 (平裝) NT$380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5, 城市街
景篇 / 瑪莉莎.路易斯, 狄米崔.索羅金,
沃奇耶克. 奧斯崔查茲作 ; 陳岡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5-3 (平裝) NT$300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韓國名師的人物繪畫個別指導課 /
박리노作 ; 邱鈺萱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6-0 (平裝)
NT$420
1.人物畫 2.繪畫技法 947.2
1 日 10 分の動物畫練習 / カモ插圖 ;
劉姍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
文化, 109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4-5 (平裝)
1.動物畫 2.繪畫技法 947.33
濃情義大利 = Affection in Italy / 黃茹
珮文字 ; 陳冠仁圖像繪製 .-- 首版 .-新北市 : 玹瓏實業, 10909 .-- 5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32-09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39
大家都有病 / 朱德庸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40 面;
19X21 公分 .-- (朱德庸作品集 ; 28) .-79

ISBN 978-957-13-8305-7 ( 平 裝 )
NT$380
1.漫畫 947.41
改造人芬里爾 : 倫敦.煉金術.哥雷姆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
川發行,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15) .-- ISBN 978-98699136-4-5 (平裝)
1.漫畫 947.41
茶妖的飼養方式 / 玉子采漫畫 .-- 初
版 .-- 臺中市 : 心融動漫拼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9365-0-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365-1-4
(第 2 冊:平裝)
1.漫畫 947.41
鬼滅之刃最終研究 / 三才ブックス
作 ; 廖婉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9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5-4-8 ( 平 裝 )
NT$280
1.漫畫 947.41
尋龍歷險記. 2, 荊棘圍城的巨翼毒龍
/ 林詩敏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08 .-- 160 面; 25 公分 .-(神秘科學探險隊系列) .-- ISBN 978957-658-394-0 (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尋寶少年隊 : 玉板之謎 / 孫家裕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9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5-2 (平裝)
1.漫畫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08 .-- 196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399-5 (第 25 冊: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霸王戰甲 : 少林寺.山海經.金縷玉衣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
川發行,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14) .-- ISBN 978-98699136-3-8 (平裝)
1.漫畫 947.41
小朋友的第一堂可畫可玩畫畫課 /
Nizform Birdmom 原著 ; 陳盈之譯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180 面; 25X24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9-2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神祕魅惑 : 奇幻角色設定&繪畫技巧
/ pyz 作 ; 洪沛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909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7-8-5 (平裝)
NT$38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漫畫新手逆襲 秒懂男女頭像怎麼畫
/ 噠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0910 .-- 11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77-624-6 ( 平 裝 )
NT$30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頭身比例較小的角色插畫姿勢集. 女
子篇 / Hobby Japan 作 ; 林廷健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6-0 (平
裝) NT$36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文霽畫集 : 現代荷花專輯 / 文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9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48 (平裝) NT$600
1.繪畫 2.畫冊 947.5
吳川英七十繪畫創作集 : 「心象.形
象」 = Mind & image / 廖啟恒總編
輯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縣二月美術
學會, 10908 .-- 73 面; 26X26 公分 .-ISBN 978-986-95942-4-0 ( 平 裝 )
NT$500
1.繪畫 2.畫冊 947.5
畫中話 : 劉元春創作集 / 劉元春作 .- 桃園市 : 劉元春, 10908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76 (平裝) NT$500
1.繪畫 2.畫冊 947.5
華彩人生 : 孫澤清水彩紀念展 = 2020
Radiant Colors of Life : SUN Tse-Ching
Watercolor Memorial Exhibition / 孫澤
清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08-9 (平裝) NT$3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零基礎!水彩畫美食 / 王建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8 .-- 192 面; 26 公分 .- (bon matin ; 129) .-- ISBN 978-986384-448-8 (平裝) NT$450
1.食物 2.水彩畫 3.繪畫技法 948.4
讓水彩聽話 : 給初學者的繪畫技巧
與建議,掌握水特性的 5 堂課 / 娜塔

莉.帕拉迪絲.格拉帕(Nathalie Paradis
Glapa)著 ; 陳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一起來, 遠足文化, 10909 .-- 160
面; 28 公分 .-- (一起來樂 ; 26) .-- ISBN
978-986-99115-2-8 (平裝) NT$55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第一次學影片調色調光就上手 /
Charles Haine 原著 ; 吳國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08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2.數位攝影 952.6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四屆 = The
44th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in Taiwan.
2020 /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油畫學會, 10908 .-- 124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89810-7-2 (精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前瞻與互動 : 多媒體組專題作品彙
集 / 陳貞夙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資管系, 109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2-4 (平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作品集
956

推開人生的另一扇窗 = Open another
window of life / 馬準勝撰稿 .-- 臺北
市 : 馬準勝,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8-8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會員聯展暨
藝術交流展作品專輯. 2020 / 林曉妮
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蘭縣粉彩畫美
術學會, 10908 .-- 1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71-0-8 (平裝)
1.粉彩畫 2.畫冊 948.6
光敍 : 海至個展 = The Narration of
Light : RAN HILL solo exhibition / 鄭世
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璽文
創, 10908 .-- 1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751-0-3 (平裝) NT$950
1.壓克力畫 2.畫冊 948.94
不懂印象派就沒印象啊 / 顧爺著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072-74-8 ( 平 裝 )
NT$399
1.印象主義 2.畫論 949.53

攝影；電腦藝術
藝術市場上的攝影 : 從交易到收藏
的操作與演變 / 茱麗葉.海金(Juliet
Hacking)作 ; 黃亮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908 .-- 256 面;
24 公分 .-- (Art market ; 10) .-- ISBN
978-957-9057-70-7 (精裝) NT$580
1.攝影史 2.藝術市場 950.9
數位攝影技術武功秘笈 / 尚奇數位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08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39 (平裝)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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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壞!令人顫慄的恐怖動漫史 / 鐵人
社編輯部作 ; 鍾明秀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5-2-4 (平
裝) NT$280
1.動漫 2.讀物研究 956.6
上 壽 山 , 壽 山 下 = Magic scenery of
Shoushan in photography art creation /
許釗滂, 陳玉鈴攝影 ; 劉宏怡撰文 .-初版 .-- 高雄市 :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
處, 10909 .-- 156 面; 21X29 公分 .-ISBN 978-986-5450-10-6 ( 精 裝 )
NT$1000
1.自然景觀 2.攝影集 957.2
花開堪折 節氣觀察影像集(別冊) / 趙
樹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科大
商設系, 10907 .-- 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348-2-4 (平裝)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花開堪折 節氣觀察影像集(秋冬) =
Enjoy the moment / 趙樹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科大商設系, 10907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1-7 (精裝)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花開堪折 節氣觀察影像集(春夏) =
Enjoy the moment / 趙樹人作 .-- 臺中
市 : 臺中科大商設系, 109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0-0 (精
裝)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疼惜 : 大地保母影像故事 = Cherish /
黃筱哲攝影.文字 ; 蔡瑜璇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會, 10907 .-- 27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8-2-5 (平裝)
NT$800
1.攝影集 2.環境保護 957.9

決鬥寫真論 / 中平卓馬, 篠山紀信著 ;
黃亞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36 面; 21 公分 .-- (Source ;
5) .-- ISBN 978-986-235-855-9 (平裝)
NT$480
1.攝影集 958.31
青空 : 一點藍、一點綠,重新拾起日
常的美好 / 目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4-0 ( 平 裝 )
NT$350
1.攝影集 958.33
約旦 以色列 伊斯坦堡 探索之旅 : 李
國明 譚延娟 旅行攝影集 / 李國明, 譚
延娟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李國明,
譚延娟, 10907 .-- 127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0-9 (精裝)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細胞分裂 :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
意設計學系. 109 級 = Cell division / 劉
昱谷, 袁詩閔著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 10907 .-- 14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66-6-8 (平裝)
1.設計 2.工藝美術 3.作品集 960
造島世代 = Creators' / 嶺東科大視傳
系第 20 屆畢業製作團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嶺東科大視覺傳達系,
10907 .-- 296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6181-53-5 (平裝)
1.視覺設計 2.作品集 960
品牌設計力. 2 / 東販編輯部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1-2 (平裝)
1.平面廣告設計 2.商標設計 3.品牌
964
TIQE 臺 灣 國 際 拼 布 大 展 . 2020 =
Taiwan International Quilt Exhibition.
2020 / 林幸珍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 109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20-0-4 (平
裝) NT$1500
1.工藝美術 2.拼布藝術 3.作品集
966
Veriteco 的植物染 : 春.夏.秋.冬的手
作生活 / Veriteco 著 ; 陳佩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1-8 (平
裝)
1.染色技術 2.工藝美術 3.染料作物
966.6
衣冠.山海 : 黃奎祐服裝設計創作 創
作報告. 2020 / 黃奎祐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黃奎祐, 10907 .-- 10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5-4 (平裝)
1.服裝工藝美術 2.服裝設計 966.9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8 第十一屆 =
2018 TID award / 王玉麟等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北市 : 室內設計協會,
10909 .-- 140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8794-1-5 (平裝)
NT$880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室內設計必學施工圖 : 教你建立邏
輯、畫出重點,建立紮實基礎,快速繪
製一看就懂可施作的圖面 / 陳文亮,
林麗菁, 邱致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4-5 (平裝) NT$699
1.室內設計 2.工程圖學 3.繪畫技法
967
室內設計配色事典 : 專業設計師必
備色彩計畫全書,配色方案+實景案
例+色號,提案一次過關 / 北京普元文
化藝術有限公司 PROCO 普洛可時尚,
張昕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8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8-623-8 (精裝) NT$880
1.室內設計 2.色彩學 967
VRay Next 4.x for SketchUp 室內外透
視圖渲染技巧 / 陳坤松作 .-- 初版 .-臺北市 : 旗標, 10907 .-- 5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39-3 (平裝)
NT$780
1.SketchUp(電腦程式) 2.室內設計 3.
電腦繪圖 967.029
丹麥家具設計史 : 百年工藝美學溯
源 / 多田羅景太著 ; 王美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34 (平裝)
1.家具設計 2.歷史 3.丹麥 967.5
珠寶設計手稿繪本 / 吳祝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6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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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3-9 (精
裝) NT$3000
1.珠寶設計 968.4
寶貝寶貝. 2 : 澎湖的手工藝品業 / 李
中信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
局, 10909 .-- 392 面; 26 公分 .-- (澎湖
縣文化資產叢書 ; 302) .-- ISBN 978986-5427-28-3 (平裝) NT$350
1.民間工藝 2.傳統技藝 3.澎湖縣
969

技藝
日常花事 : 用平凡花材呈現高質感!
國際花藝設計師的花束、桌花、花
飾品入門課 / 王楨媛著 .-- 新北市 : 蘋
果屋, 10909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0-6 (平裝) NT$550
1.花藝 971
迪士尼 TSUM TSUM 造型便條摺紙
趣 MORE ! / 石橋直子作 ; 林宜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2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3-1 (平裝)
1.摺紙 972.1
春去花還在 : 我的家族剪紙簿 / 劉玲
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速行網資訊
社, 10908 .-- 132 面; 25X24 公分 .-ISBN 978-986-97924-1-7 (平裝)
1.剪紙 972.2
品茶時光 / 生活繪本編輯部作 ; 胡毓
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0910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0-6 (平裝) NT$320
1.茶藝 2.茶葉 974
魏沛霖舞蹈編創理念暨作品實務實
踐 / 魏沛霖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9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366-8 (平
裝) NT$390
1.舞蹈創作 2.文集 976.07
凝煉文化.疊映當代 : 民族舞蹈創作
的對話 / 蕭君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7 .-- 250 面; 21 公分 .-(文史哲學集成 ; 731) .-- ISBN 978986-314-521-9 (平裝) NT$420
1.民族舞蹈 2.學術研究 976.3

戲劇

三身穿透本質出 : 自殘、裸體與慈
悲 / 鍾明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北藝術大學, 遠流,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8-2-8 (平裝)
NT$340
1.表演藝術 2.行為藝術 980
劇場實務提綱 / 黃惟馨著 .-- 二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320
面 ; 23 公 分 .-- ( 美 學 藝 術 類 ;
PH023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1-4 (平裝) NT$500
1.劇場 981
兒童戲劇 : 寫作、改編、導演及表
演手冊 / David Wood, Janet Grant 原著 ;
陳晞如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華
騰文化,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47-150-8 ( 平 裝 )
NT$380
1.兒童戲劇 2.劇場藝術 985
兒童戲劇教學實務 / 黃俊芳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 452 面 ; 21 公 分 .-- ( 新 美 學 ;
PH023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2-1 (平裝) NT$550
1.兒童戲劇 2.劇場藝術 985
竹谷隆之 : 畏怖的造形 / 竹谷隆之作 ;
楊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8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3-9 (平裝) NT$800
1.動畫製作 2.模型 3.日本 987.931

遊藝；娛樂；休閒
健康休閒概論 / 洪于婷等編著 ; 鄒碧
鶴等總編輯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 10908 .-- 38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30-651-0 (平裝)
1.休閒活動 2.健康法 990
爵士喫茶案內所 = A rough guide to
Jazz Kissa / 周靖庭圖.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雲軒整合科技出版 : 聯合發行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07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59-0-6 (平
裝) NT$380
1.咖啡館 2.爵士樂 3.旅遊 4.日本
991.7
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報告. 中華
民國 108 年 = Annual survey report on
visitors expenditure and trends in Taiwan.
2019 / 渤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0908 .-- 57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172-8 (平裝) NT$800
1.旅遊 2.消費心理學 3.調查統計
992.028
臺灣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 Survey of travel by R.O.C.
citizens. 2019 / 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觀光局, 10908 .-- 52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1-173-5 ( 平 裝 )
NT$800
1.旅遊 2.調查統計 992.028
運動觀光賽會發展策略 : 運動觀光
賽會為健康城市與社區發展和更新
的觸媒 =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sport tourism events : sport tourism
events as a catalyst for urba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renovation /
黃金柱等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
圖書, 109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5-8 (平裝)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992.2
絕對上榜!導遊證照輕鬆考(含導遊
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 / 吳瑞
峰, 林俐, 陳祥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7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8-7 (平
裝)
1.導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
一 : 觀光資源概要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1-9 (平裝) NT$750
1.導遊 2.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909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2-6 ( 平 裝 )
NT$980
1.導遊 2.領隊 992.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
冊 / 陳安琪總編輯 .-- 十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909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3-3 ( 平 裝 )
NT$670
1.導遊 2.領隊 992.5
導遊領隊實務(華語、外語導遊領隊
人員) / 吳瑞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63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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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82-4 (第
1 冊:平裝)
1.導遊 2.領隊 992.5
出發台灣山林 : 新手也能走,從里山
到深山的步道小旅行 / 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89-530-6 ( 平 裝 )
NT$399
1.登山 2.健行 3.臺灣 992.77
臺灣郵輪觀光年鑑. 2020 = Taiwan
cruise yearbook. 2020 / 劉 喜 臨 總 編
輯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07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7-5-3 (平裝)
1.旅遊業管理 2.郵輪旅行 3.年鑑 4.
臺灣 992.933
福爾摩斯偵探遊戲 : 世界地圖 80 天.
動 物 的 謎 團 / 桑 德 拉 . 勒 雲 (Sandra
Lebrun)作 ; 傑哈.格列(Gérald Guerlais)
繪 ; 蔡穎芃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8 .-- 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36-7 (精裝)
1.益智遊戲 2.邏輯 3.推理 997
四十枚型詰將棋 / 張家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角行, 10909 .-- 42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9285-19 (平裝) NT$450
1.象棋 997.12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蕭雲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3-6 (第 6 冊: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9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5-3 (第 25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9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4-6 (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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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7-7 (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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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6-0 (第 25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Sega Saturn 終極聖經 / 前田尋之監修 ;
林克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
原力, 10907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12-5-8 (精裝) NT$1180
1.電動玩具 997.8
我的 Minecraft DIY 大事典 : 地獄探
險隊 Let's GO! / 王育貞, 盧品霖作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25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NCC performance report. 2019/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編] .-- 臺
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908 .- 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0-4 (平裝) NT$200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nual
report.
2019/editor Lin, Yu-Tang et al. .-- 新北
市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9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186-9 (平裝) NT$250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nnual report.
2019= 北美館年報. 2019/editor Ya-Chi
Hsu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9-3
(PDF)
七星謫凡 幸福台北城: 台北市七星
農田水利會/周朝枝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
10908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3-0-6 (平裝)
*工業發展年鑑. 中華民國 108-109 年
/經濟部工業局作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907 .-- 63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3-059-0 (光碟片)
地政成果專輯. 108 年 7 月至 109 年 6
月=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land

administration achievement album/陳麗
梅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907 .- 1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68-1 (平裝) NT$300

臺北防災 立即 go/王靜婷等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消防局,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1-6
(PDF)

我們誠事= Integrity/林合勝總編輯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府, 10907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20 (平裝)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名詞/國家教育
研究院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
究院,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6-8 (PDF)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工作操作手冊/葉
郁菁, 黃秋華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家署, 10908 .-- 67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439-47-7 (平裝)

闇黑世界「Momo 默默」: 青少年反
毒愛藝動畫秘笈/蔡雅純主編 .-- 臺中
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7 .-- 4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95-9 (平裝)

典藏大學: 成大校刊選文集/陳恒安
主編 .-- 臺南市 : 成大,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48-40 (平裝)

藝 文 年 鑑 . 201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manac for the arts. 2018/沈
冬, 陳峙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藝文中心,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2-25-4 (PDF)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勝利」雜貨船,於布袋商港進港
時因擱淺後進水沉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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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3-3
(PDF)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17 年=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manac for
the arts, 2017/沈冬, 陳峙維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藝文中心,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2-24-7
(PDF)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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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32-6 (PDF)
莫蘭蒂災損國定古蹟恆春古城緊急
搶修工程工作報告書/梁守誠計劃主
持 .-- 初版 .-- 屏東市 : 屏縣文化資產
保護所, 10907 .-- 29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6-50-7 ( 平 裝 )
NT$800
傳承永續之路/吳木富總編輯 .-- 新北
市 :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71-1
(HTML5)
楠溪印月: 康楠溪書法展/康楠溪作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08 .-- 48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5411-68-8 (平
裝) NT$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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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迷 因 , 不 當 管 教 篇 = Physical
education memes/蕭嘉惠, 郭玲惠總編
輯 .-- 臺北市 : 體育署, 10907 .-- 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5-1 (平
裝)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鐵路)計算機概論. 110 版/簡明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3-2 (平裝) NT$620
3D 圖解不動產估價概要/謝志昌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6-4 (平裝) NT$450
3D 圖解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謝
志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5-7 (平裝) NT$420
English inside and out/LiveABC 互動英
語教學集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41-402-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441-403-1 (第 2 冊:平裝)
Everyday English for life & work/author
Ryan Campbell et al. .-- 1st ed.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0907 .-- 2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14-0-3 (第
4 冊:平裝)
Everyday listening & speaking. 4/author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 .-- 1st ed.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0907 .-- 96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9314-1-0 (平裝)

網路科技, 10907 .-- 4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99027-8-6 (平裝)

e 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三冊/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 六版 .-- 高雄市 : 林廷
數學, 10906 .-- 冊 .-- ISBN 978-98699003-2-4 (全套:平裝) NT$360

Super-duper stories: you are here/李思
娉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
網路科技, 10907 .-- 4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99027-9-3 (平裝)

E 通瞄準大學學測. 2021/林廷熹, 林
廷樂, 陳泰良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廷數學, 10907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3-3-1 ( 平 裝 )
NT$360

Talk fun: family and friends. student
book/by Y.C. Efa .-- 1st ed. .-- 臺中市 :
葳果文化企業社, 10908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77-0-2 (平裝
附光碟片)

Kiwipedia home/written by Alisha Lee .- 1st ed. .-- 新 北 市 : 奇 異鳥 實 業 ,
10907 .-- 4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41-0-7 (平裝)

Workbook. step 4/writer Mark Rogers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908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7-4-1 (平裝)

公 文 速 成 兵 法 ( 鐵 路 特 考 )/ 江 河 編
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8-8 (平裝) NT$460

Let's talk Kentucky. book 01/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1st ed.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09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24-0-0 (平裝)

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廖國
健, 文宏達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066-1 (平裝)

公共政策. 110 版/程明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9-8 (平
裝) NT$620

Mastering math/ .-- 1st .-- 臺北市 : 雙向
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750-26-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50-27-5 (第 2 冊:平裝)

土木工程測量題庫精解/高銘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73-2 (平裝)

中油雇員招考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
站設置相關法規/艾晟編 .-- 五版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5-9-0 (平裝)

SAT 閱讀分析攻略/李曉霞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908 .-- 3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5-9889 (平裝) NT$450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陳
淨修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8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81-7 (平裝)

引航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
率/洪煌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康
寧泰順書坊, 10907 .-- 1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866-20-4 (平裝)

Smart 新式多益保證班: 900 分黃金單
字 & 片 語 = The new TOEIC
tests(vocabulary)/Jason Buddo, 謝璿蓁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89-4-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工業安全與衛生/徐建川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1-7 (平裝)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110 版/蔡一
菱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8-5 (平裝) NT$620

大數據考點直擊: 台灣自然人文與地
理(測驗題)/宙勉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保成,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4-3 ( 平 裝 )
NT$400

中華郵政招考: 企業管理大意與洗錢
防制法大意/高朝樑編著 .-- 初版 .-臺中市 : 東展文化, 10907 .-- 3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35-80-8 (平
裝) NT$450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關係詞= SAT
grammar review: relative pronouns/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57-9 (平裝) NT$120

中華郵政招考金融科技知識題庫/陳
金知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5-9 (平裝)

Student's book. step 4/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908 .-- 10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7-2-7 (平裝)
Super me advanced. III/福瑞斯特文教
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保進文教, 10908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567-2-0 (平裝附
光碟片)
Super skills book. step 4/writer Joshua
Pattison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
際教育, 10908 .-- 2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997-3-4 (平裝)
Super-duper stories: what we wear/李思
娉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

*大學學測寫作必備手冊: 英文寫作
時態、五大句型與遣詞用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張維英文, 10907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374-56-2 (平裝)
NT$150
升大學國文科: 學測實用作文高分要
訣/林誠等編著; 周明總編輯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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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075-3 (平
裝) NT$280
公文速成兵法/江河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4-3 (平裝) NT$450
公 文 速 成 兵 法 ( 司 法 特 考 )/ 江 河 編
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7-1 (平裝) NT$460

中華郵政招考英文題庫(郵政外勤捷
運)一本通/郭靖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5-6-9 (平裝)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 實力躍升.
完全攻略/胡劭安編 .-- 五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375-0-4 (平裝)
火線觀點(即時議題 X 最新考點)/保
成名師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07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0-7 (平裝) NT$150
化學 FOCUS 焦點講義/許茂智編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674 (平裝) NT$250
史上最強!螺旋式複習本. A/摘星教
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策劃編著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7 .-12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251-9-8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螺旋式複習本. B/摘星教
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策劃編著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7 .-12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6-0-5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年試題超級詳
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甲、物理、
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 .-- 第十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7-1 (平裝)
史上最強基礎英閱匯/摘星教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
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51-8-1 (平裝)
NT$450
民法(爭點& 實例)/裕樹編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12 (平裝) NT$700
幼兒.兒童發展與輔導/張茂英編著 .-7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7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2-5 (平裝) NT$580
司法: 法學緒論. 110 版/程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55 (平裝) NT$680
民法: 重點整理+解題/宋定翔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90 (平裝) NT$500
司法行政法(概要)申論題庫命題焦
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7-3 (平裝) NT$690
司法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庫命題焦
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5-9 (平裝) NT$690
司法行政法概要.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104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9-7 (平裝) NT$680
司法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庫命題
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2-8 (平裝) NT$680
司法特考: 知識圖解: 刑法. 110 版/周
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9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9-4 (平裝) NT$650
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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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5-0 (平
裝) NT$500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1-8 ( 平 裝 )
NT$600
民事訴訟法/喬律師編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8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2-1 (上冊:平裝) NT$450
民事訴訟法解題書/李淑明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71 (平裝) NT$600
民法總則(爭點&實例)/裕樹編著 .-十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29 (平裝) NT$280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綺夢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2-1 (平裝)
NT$420
丙級中式米食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
完全攻略/吳青華等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6-6 (平
裝)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
庫解析/洪兆亮編著 .-- 十一版 .-- 新
85

北市 : 科友, 10907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90-8 (平裝)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奪照寶典含術
科作答本/陳富民等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3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94 (平裝)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含術科
作答本與解析本(收錄 2020 年第一、
二梯次試題)/謝沄芸編著 .-- 第十一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2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1-5 (平裝)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 七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0-9 (平裝)
可程式控制快速入門篇(含丙級機電
整合術科解析)/林文山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908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64-291-5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電機機
械(電工機械)/陳昭男編 .-- 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09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6-6 (平裝)
犯罪預防/霍華德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3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721-4 (平裝)
NT$350
台電新進僱用人員: 英文 試題全解/
孟妮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2-0 (平裝) NT$3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21(103-109 年試題)/
李華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4-5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
類 ( 電 機 修 護 類 )) 共 同 + 專 業 .
2021(103-109 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5-2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
類)共同+專業. 2021(103-109 年試題)/
李華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6-9 (平裝) NT$45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
類 ( 機 械 修 護 類 )) 共 同 + 專 業 .
2021(103-109 年試題)/大碩教育師資
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2-1 (平裝) NT$4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01 (平裝) NT$63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
類(輸電線路維護/工程類))共同+專
業. 2021(103-109 年試題)/李華等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7-6 (平裝) NT$450

行政學解要/張楚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8-9 (平
裝) NT$680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 4500 單字: 克
漏字&翻譯練習. A 冊/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策劃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7 .-12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18-0-9 (平裝) NT$30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劉秀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7 .-- 1024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14-402-9 ( 平 裝 )
NT$680
刑法(總則)全彩心智圖/陳介中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08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9-9 (平裝) NT$450
自來水招考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
題 庫: 精選題 庫 . 完 全攻略 / 胡劭安
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44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375-1-1 (平裝)
行政法學總論/陳新民著 .-- 新十版 .- 臺北市 : 陳新民, 10907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53-1 (平裝)
NT$700
考前特蒐. 2020/梁山伯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1-4 (平裝)
NT$590
行政學/凌襄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9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36-4 (平裝)
NT$600
行政學 台電最新: 考古題試題詳解/
王濬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4-4 (平裝) NT$150
行政學.快樂學/紀傑編著 .-- 六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768

行政學析論/程明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12 (平裝) NT$680

行政學精論/陳真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5-6 (平裝) NT$680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7-8 (平
裝)
災害防救法規及體系/潘日南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警專, 10908 .-- 2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0-13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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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彙整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07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8-6 (平裝) NT$50

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 Q/撲馬編著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82 (平裝) NT$60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件原
理. 下冊/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60 (平裝)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破/撲馬編著 .-七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75 (平裝) NT$620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第
四冊/柯著元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7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65-1 (平裝)

老師開講: 行政法/子雲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51 (平裝) NT$600

技術高中數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B/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7-0 (第 3
冊:平裝)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陸瑞強, 廖裕評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8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2-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50
企業管理大意: 試題全解/藍天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5-2 (平裝) NT$160
好齊*好多!總複習. II. 2020/讀享編輯
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08 .-- 45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64-196-3 ( 平 裝 )
NT$450
汽 車 柴 油 引 擎 實 習 = Diesel engine
practice/許振武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1-6 (平裝)
汽車實習. III, 電系篇/何達義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2-4 (平裝)
汽油噴射引擎實習= Gasoline injection
engine practice/謝其政編著 .-- 二版 .-86

技術高中數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C/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57-9 (第 3
冊:平裝)
何謂重生?= What is regeneration?/馬
太.巴瑞特(Matthew Barrett)著; 郭熙安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7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9-2-0 (平裝) NT$140
法律常識 台電最新: 考古題試題詳
解/達克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3-7 (平裝) NT$180
初階授信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第 15 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6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2-5 (平裝)
NT$450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陳思緯
編 著 .-- 九 版 .-- 臺 北 市 : 考 用 ,
10908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08-8 (平裝) NT$600

拆解式政治學/韋伯編著 .-- 七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96 (平裝) NT$65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
務)/張庭編著 .-- 7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7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6-5 ( 平 裝 )
NT$650
社會學析論/畢成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3-2 (平裝) NT$620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伊藤編著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83 (平裝) NT$650
金融科技知識/何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7-4 (平裝) NT$380
*法學緒論(警特專用)/鄭中基編著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4-9 (平裝) NT$620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伊藤編著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76 (平裝) NT$650
物聯網實習之 AI 人機介面控制: 校
訂課程 RaspberryPi 與 ESP32/薛文彬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僑高科技,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591-9-8 (EPUB)
知識圖解: 刑法. 110 版/周昉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9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87 (平裝) NT$650
知識圖解: 刑法總則. 110 版/周昉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0-0 (平裝) NT$550
英文精華/張文忠著 .-- 十版 .-- 臺中
市 : 及第, 10907 .-- 6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708-7-0 ( 平 裝 )
NT$7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力 學 ).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9-0 (平裝) NT$500

育,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2-2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1, 電
研所).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
究所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3-9 ( 平 裝 )
NT$550

政治學: 全彩心智圖表/子雲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36 (平裝) NT$3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 機
械所).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
究所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4-6 ( 平 裝 )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3, 土
木所、 環工所 ). 2021(107-109 年試
題)/大碩研究所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5-3 (平
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4, 化
工所). 2021(105-109 年試題)/大碩研
究所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45-876-0 ( 平 裝 )
NT$3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自 動 控 制 ).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9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8-4 (平裝) NT$5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路 學 ).
2021(105-109 年試題)/張鼎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3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83 (平裝) NT$4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磁 學 ).
2021(106-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9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0-7 (平裝) NT$7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
學).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
所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909 .-- 4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45-877-7 ( 平 裝 )
NT$6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離 散 數 學 ).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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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概論(概要). 110 版/簡明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2-5 (平裝) NT$620
音樂. 下冊(乙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藝術領域)/張哲榕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7 .-- 2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8-4 (平
裝)
洗錢防制法/陳晟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41 (平裝) NT$380
保險法規: 保險經代人考試考題解析
/劉俊廷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劉俊廷
(臺中市), 10909 .-- 49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852-4 ( 平 裝 )
NT$600
保險學概論: 國家考試考題解析/劉
俊廷, 吳瑞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劉俊廷(臺中市), 10909 .-- 5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51-7 (平裝)
NT$600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提升
台 灣 英 語 實 力 終 極 武 器 >>:
Vocabulary 2500-4500. A/賴素如, Tim
Heebner, Ian Crews 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23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提升
台 灣 英 語 實 力 終 極 武 器 >>:
Vocabulary 2500-4500. B/賴素如, Tim
Heebner, Ian Crews 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7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30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高中國文複習週記/徐孟芳等著作 .-初 版 .-- 高 雄 市 : 晟 景 數 位 文 化 ,
109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81-3 (平裝)
高中選修化學. I/盧澔, 黃鴻作 .-- 臺
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9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2-0 (平
裝)
高中選修物理. I/劉家齊, 林靖作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8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13 (平裝)
高考租稅各論. 110 版/鄭漢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4-7 (平
裝) NT$580
時 尚 整 體 造 型 彩 妝 畫 = Fashion
illustration-styling & makeup/ 連 世 婉
(連禾)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8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9-7 (平裝) NT$520
記帳士重點整理: 會計學概要/巫毓
琪, 馬心屏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7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2-6 ( 平 裝 )
NT$550
財產法爭點地圖/賴川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8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0-7 (平裝) NT$450
海商法與海洋法題型破解/晴天, 麥
曲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0-7 (平裝) NT$52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林惠雪編著 .-- 十
五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09 .-- 6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22-83 (平裝) NT$600
高普: 法學緒論. 110 版/程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48 (平裝) NT$680
高普考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110 版/陳
曄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9-3 (平裝) NT$600
高普考行政學新編. 110 版/王濬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8-6 (平裝) NT$600
高普行政法(概要)申論題庫命題焦
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6-6 (平裝) NT$690

高普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庫命題焦
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3-5 (平裝) NT$690
高普行政法概要.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8-0 (平裝) NT$680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0 版/萬華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16 (平裝) NT$620
*消費者行為/王毅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05 (平裝) NT$420
*消費者行為/王毅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81 (平裝) NT$420
高普抽樣方法. 110 版/王瑋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1-0 (平
裝) NT$600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庫命題
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0-4 (平裝) NT$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31 (平裝) NT$630
能源轉型 ing: 老師可以這樣教. 高中
篇/高翠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07 .-- 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4-4 (平裝)
能源轉型 ing: 老師可以這樣教. 國小
篇/高翠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07 .-- 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2-0 (平裝)
能源轉型 ing: 老師可以這樣教. 國中
篇/高翠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07 .-- 7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03-7 (平裝)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李宜藍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6 .-- 4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9-6 (平裝) NT$390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3/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07 .-10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5-4-3 (平裝)
基本小六法/保成法學苑編著 .-- 五十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29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6-8 (平裝) NT$600
基本電學. 110 版/鄭奇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9-5 (平
裝) NT$680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文字復興編輯小組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0908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73-3-6 (平裝) NT$430

基本電學. I, 主題式學習講義含解析
本(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黃慧容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8-5 (平裝)

高普特考刑法(含概要)/廖震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4-2 (平
裝)

基本電學. II, 主題式學習講義含解析
本(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黃慧容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69-2 (平裝)

高 普 特 考 行 政 法 ( 含 概 要 )/ 簡 亞 淇
編 .-- 十 四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0908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3-5 (平裝)
高普特考政治學(含概要)/太閣編 .-十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28 (平裝)
*破解公民. 110 版/陳萱, 欣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812 .--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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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營事業必考 企業管理 1000 題
(企業概論、管理學)/楊鈞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3-3 (平裝)
NT$550
現行考銓制度/韋恩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1-7 (平裝) NT$48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李豪編
著 .-- 1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7-8 (平裝) NT$650

統計學. 110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8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395-4 (平裝)
NT$650

細說銀行法(概要)/林崇漢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8-8 (平裝) NT$450

現行考銓制度: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途徑/常亮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86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25-8 (平裝)
NT$680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試
題精解). 109 版/羅林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14-393-0 (平裝)
NT$620

國營事業招考: 法學緒論(含法律常
識)/胡劭安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0908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5-8-3 (平裝)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
法)/楊易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9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06-7 (平裝)
NT$650

捷運(數理)邏輯分析試題全解/沈鐘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3-8 (平裝) NT$380

這題會考!: 英文/邦尼.考高芬(Bunny
Coolguyfan), 蘇菲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5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32-41-3 (平裝)
NT$500

捷 運法規與 常識試題 全解 / 韓新編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1-3 (平裝) NT$400

專題製作: Arduino 及 APP Inventor/張
榮洲, 張宥凱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0-4 (平裝)

捷運英文試題全解/孟妮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306 (平裝) NT$300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劉秀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7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03-6 (平裝) NT$630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王志成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7 .-- 2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20-068-8 (平裝)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林清編著 .-第十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2-7 (平裝) NT$620

商業概論考前衝刺. 大數據題庫篇/
葉伊修編著 .-- 2 版 .-- 新北市 : 東岱
圖書, 109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42-0-9 (平裝)

郵政三法大意: 主題式精選題庫/陳
晟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4-5 (平裝) NT$480

商業概論考衝懶人包/葉伊修編著 .-4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0907 .-22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042-1-6 (平裝)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主題
式精選題庫/陳晟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6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726-9 (平裝)
NT$560

教育心理學/蔡一菱編著 .-- 5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7-2 (平
裝) NT$600
教育行政學/黃天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0-2 (平
裝) NT$500
*教育統計/吳迪編著 .-- [第四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24 (平裝) NT$500
探究與實作. 化學篇(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張堯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9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698 (平裝)
探究與實作. 生物篇(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蕭國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04 (平裝)
探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篇(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劉昀姍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9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1-1 (平裝)
探究與實作. 物理篇(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蔡汶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9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681 (平裝)
這是一本證券交易法解題書/希言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1-4 (平裝) NT$450

*國 語 文學 堂測 驗 / 陳維編著 .-- [3
版 ]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7 .-- 7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6-1 (平裝) NT$620
細說貨幣銀行學(概要)/葉倫編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6-4 (平裝) NT$650
細說票據法(概要)/林崇漢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7-1 (平裝) NT$450
細說會計學(概要) 對應 IFRS/劉憶娥
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5-7 (平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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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律師的強制執行法/喬律師編著 .-一 版 .-- 臺 北 市 :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
109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99-4 (平裝) NT$450
普通生物學. 1, 基礎生化與細胞生物
學= Biology/黃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
元進階智庫, 10907 .-- 4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110-7-4 (平裝)
NT$60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 力
學一, 教師手冊/王俊乃等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7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3-5 (平
裝)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李娟菁, 陳妙香
編 著 .-- 18 版 .-- 新 北 市 : 松 根 ,

10908 .-- 6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22-7-6 (平裝) NT$650

10907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45-6-7 (平裝)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1-9 (平
裝) NT$400

最新計算機概論/陳惠貞作 .-- 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73-1 (PDF)
NT$580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 三. A 冊/
羅添壽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07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45-5-0 (平裝)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陳安琪總編輯 .- 十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8257-4-0 (全套:
平裝) NT$2400

經濟部聯招(財會類組)考試專用 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614-0 ( 平 裝 )
NT$45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司法特考專
用)/劉沛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7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34-0 (平裝)
NT$570

結構學<<系統剖析>>/林冠丞作 .-初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0907 .-60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766-2-9 (下冊:平裝) NT$650
程樂整理的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程樂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8-4 (平裝) NT$150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崴律師, 翔律師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7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4-0 (平裝) NT$500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72 個最新時
事. 110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6-3 ( 平 裝 )
NT$630

*經濟學. 110 版/徐喬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14-390-9 (平裝)
NT$580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王采芷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字復興, 10908 .-- 20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773-2-9 ( 平 裝 )
NT$430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
林崇漢編著 .-- 第 15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8 .-- 7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621-8 ( 平 裝 )
NT$480

微生物與免疫學/郭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8-8 (平
裝) NT$360

銀行法與洗錢防制相關法規(金融基
測適用)/高朝樑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東展文化, 10907 .-- 419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235-81-5 (平裝)
NT$300

解析文法試題/張文忠著 .-- 初版 .-臺中市 : 及第, 10907 .-- 3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708-6-3 (平裝)
NT$420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英文科
/郭茵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07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76-0 (平裝) NT$220

會計 OK,棒!考衝懶人包/黃仁乙, 黃
雅玲編著 .-- 5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
書, 10907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42-2-3 (平裝)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陳書翊
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1-9 (平裝)

會計師稅務法規. 110 版/萬華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23 (平裝) NT$620

輕鬆學數學. C/呂明欣, 王德全編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907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4-2 (第 3 冊:平裝) NT$200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年考題大觀/
徐弘縉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8 .-- 7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84-8 (平裝)

數學. B.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方志元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18-7 (平裝)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 三 .B 冊/
羅添壽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憲法速攻/卓岳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3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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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高普考專
用)/劉沛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7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33-3 (平裝)
NT$570
憲法讀本 24 組經典主題(警察特考專
用)/劉沛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7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35-7 (平裝)
NT$570
導遊領隊實務. 二, 分類題庫/林俐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8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6-4 (平裝)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陳書翊
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60-2 (平裝)
應用力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
機械群)/陳崇彥, 洪敏傑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8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77 (平裝)
應用力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
機械群)/黃達明, 游信義, 柯雲龍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3-9 (平裝) NT$26
環保局甄試(清潔隊員、儲備駕駛)
專用: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宏典文化
環保局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0-1 (平裝)
NT$350
營造作業主管 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9-5 (平裝) NT$300
關務人員招考: 關稅(務)法規(含概
要)/胡劭安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09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5-7-6 (平裝)

關務特考: 關務英文/王文充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7-3 (平
裝)

*警察法規. 110 版/洪森, 陳漢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70 (平裝) NT$65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化學工程類)
普通+專業. 2021(107-109 年試題)/林
隆, 張北城, 趙庭榕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91-3 (平裝)
NT$400

警察法學緒論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
全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8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11 (平裝) NT$68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類).
2021(109 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7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1-4 (平裝) NT$35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
普通+專業 三、四等. 2021(109 年試
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83-8 (平
裝) NT$250
釋字最前線. 2020/弋嚴著 .-- 三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34-5 (平裝)
NT$250
警專國文/田丹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32-6 (平
裝) NT$560
警察: 法學緒論. 110 版/程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79 (平裝) NT$680
警察犯罪學/霍華德編著 .-- 十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0-5 (平裝)
NT$650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110 版/
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0-3 (平裝) NT$650
警察行政法. 110 版/呂晟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99-2 (平
裝) NT$600
警察行政法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
攻略百分百. 110 版/陳治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14-2 (平
裝) NT$690

警察勤務重點速讀秘笈/程譯編著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7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221 (平裝) NT$680
鐵路: 法學緒論. 110 版/程怡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862 (平裝) NT$680
鐵路法/陳晟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23-4 (平
裝) NT$5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
意). 2021(103-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
陳澤, 張鼎,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890-6 (平裝)
NT$400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2(技術型高級中
等 學 校 餐 旅 群 )=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
2/Owain Mckimm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10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28-2 (平裝)

兒童讀物
(知識放大鏡)人體結構: 探索人體組
成與運作奧祕/南希.迪克曼作; 亞當.
豪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3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507-186-8 (精裝) NT$580
(知識放大鏡)交通工具: 探索陸海空
運輸機械運轉奧祕/奧納爾.海德作;
多諾.奧馬利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10 .-- 23 面; 32 公分 .-ISBN 978-986-507-187-5 ( 精 裝 )
NT$580
100 個月亮與恐龍寶寶= 100 개의
달과 아기 공룡/李德和文.圖; 簡郁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光 點 ,
91

10909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7-37-3 (精裝)
DNA: 基因和遺傳的祕密/尼古拉.戴
維斯(Nicola Davies)文; 艾蜜莉.薩頓
(Emily Sutton)圖; 陳宏淑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08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62-690-5 (精裝)
NT$320
FOOD 超人幼幼童話手機/風車編輯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3-9 (平裝)
FOOD 超人我的 ABC 歡唱歌謠/風車
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 10909 .-- 48 面; 45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4-6 (平裝)
ilephant English starter/editor-in-chief
Chen Shih-Fang, Ho Hsing-Fen .-- 1st
ed. .-- 臺中市 : 愛向教育, 10908 .-冊 .-- ISBN 978-986-98908-7-8 (第 1 冊: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989088-5 (第 2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98908-9-2 (全套: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is selfish/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31-8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eat all your food!/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29-5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 in class/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5-8 (平裝)
STEAM 創造家: 建築師萊特: 改變世
界的形狀= The shape of the world: a
portrait of Lloyd Wright/K. L. 戈因(K.L.
Going) 文 ; 羅 倫 . 史 川 格 爾 (Lauren
Stringer)圖; 郭恩惠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天 下 , 10908 .-- 4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503-6485 (精裝) NT$320
Talky talky English/writer Stephen
Sparks, David Yen, Zoy Zhang; art
designer jia, Meng-Yun .-- 5th ed.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0907 .-- 冊 .-ISBN 978-986-98753-6-3 (全套:平裝)

The Small Big 台灣特有種: 跟著公視
最佳兒少節目一窺台灣最有種的物
種/公共電視<<台灣特有種>>製作團
隊作; 傅兆祺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59-827-5 (第 4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359-825-1 (第 3 冊:平
裝) NT$320
YA!出發了/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54-00-2 (平裝)
一定一定要來接我喔(中日對照)= か
ならず かならず むかえにきてね/
陳芳怡繪.文 .-- 初版 .-- 臺南市 : 芳怡
繪本, 10907 .-- 30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97839-1-0 ( 精 裝 )
NT$360
一個像海的地方/林柏廷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32-8848-0 (精
裝) NT$300
一樣不一樣: 獨角仙與鍬形蟲/小牛
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
著 .-- 臺 北 市 : 小 牛 頓 科 學 教 育 ,
10908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39-21-4 (精裝) NT$420
十二個月的禮物= 12 つきのおくり
もの/斯洛伐克童話原著; 石井睦美
(いしいむつみ)改編; 細木瑪格(メグ
ホソキ)圖; 林家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0910 .-- 4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57-9125-93-2 (精裝)
人體透視書/Nosy Crow 文; 漢娜.艾莉
絲(Hannah Alice)圖; 鐘慧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18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976 (精裝)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要當哥哥了
/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娜.
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2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1-4 (精裝) NT$320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會乖乖睡覺
/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娜.
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2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0-7 (精裝) NT$320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會記得說愛
你/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

娜.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2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69-1 (精裝) NT$320
小小兵系列繪本. 6, 德古拉的生日=
Minions: Dracula's last birthday/露西.羅
森作;艾德.米勒繪; 謝靜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9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359 (精裝)
小白魚有禮貌/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8 .-- 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69-4 (精
裝) NT$250
山羊爺爺的信/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二 三 文 創 ,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7-6 (精裝) NT$280
小兒子繪本 15 集: 宇宙飛行沙發書
架珍藏組/駱以軍散文原著; 夢田文
創繪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87354-9 (全套:精裝) NT$4200
小河流啊流/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5-7 (平裝)
小松鼠的新鄰居/張晉霖文; 張正雄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37-0-0 (精裝) NT$280
小冠來了/黃鈺茹, 柯紫婷創作; 柯紫
婷, 王致遠繪圖; 黃鈺茹文本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10908 .-- 28
面 ;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846-2-3 (精裝)
大海,我來了/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4-0 (平裝)
大鬼小鬼圖書館/幸佳慧文; 楊宛靜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1-0 (精裝) NT$320
小 恐 龍 繪 本 : 不 要 ! 我 怕 怕 /Manisa
Palakawong 作; Ratimai Hongwisuthikul
繪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0907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2-9 (精裝)
小恐龍繪本: 不害羞,其實你很棒
/Manisa Palakawong 作 ; Rati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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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wisuthikul 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人類, 10907 .-- 24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27-5 (精裝)
小恐龍繪本: 她是我媽媽 不是你媽
媽 /Manisa Palakawong 作 ; Ratimai
Hongwisuthikul 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人類, 10907 .-- 24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31-2 (精裝)
小恐龍繪本: 我就是要這樣做/Manisa
Palakawong 作; Ratimai Hongwisuthikul
繪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0907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0-5 (精裝)
小恐龍繪本: 哼哼!我生氣氣/Manisa
Palakawong 作; Ratimai Hongwisuthikul
繪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0907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29-9 (精裝)
小 恐 龍 繪 本 : 誰 是 愛 哭 鬼 /Manisa
Palakawong 作; Ratimai Hongwisuthikul
繪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0907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28-2 (精裝)
小麻雀知識多/高雄紙芝居創藝劇團
團隊繪圖.文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雄 市 稅 捐 稽 徵 處 , 10909 .-- 3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76 (平裝)
大腦的祕密/貝蒂娜.伊普作; 米亞.尼
爾森繪;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09 .-- 3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203-857-4 (精裝)
大 貓 來 我 家 / 艾 瑪 . 賴 澤 爾 (Emma
Lazell)文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4-6891-4 (精裝)
小 羅 賓 的 紅 色 背 心 / 珍 . 費恩 利 (Jan
Fearnle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4-5 (精裝) NT$400
小寶貝,爸爸永遠在你身邊= 아빠가
달려갈게/金永鎮(김영진)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0908 .-- 3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52-58 (精裝) NT$320
天生我材必我用= Smarts! everybody's
got them/ 湯 瑪 士 . 阿 姆 斯 壯 (Thomas
Armstrong)文; 提姆.斐林(Tim Palin);
黃 婷 涵 譯 .-- 臺 北 市 : 大 穎 文 化 ,

10910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2-5 (精裝)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04 (平裝)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15-29 (精裝)

手在幹嘛！/羅俊俏圖.文 .-- 臺中市 :
羅俊俏 xTsaice, 10908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1-6 (精裝)
NT$270

世界童話繪本: 白雪公主/格林兄弟
原著; 金志修文; Peggy Nille 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35 (平裝)

去逛水世代/趙文俊故事編寫; 曾彥
琳插畫 .-- 屏東縣 : 屏東縣振興國小,
10907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5-2 (精裝) NT$250

天 空 是 誰 的 家 /Miryam 文 ; 苗 混 混
圖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10907 .-36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830-2-6 (平裝) NT$380
元氣小子 Vita 不能說的秘密. 膀胱尿
道炎篇/歐淑媛總編輯 .-- 臺北市 : 惟
生醫學基金會, 10909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0-3-6 (平裝)
什麼都好奇的達文西/何佳芬作; 黃
雄 生 繪 圖 .-- 臺 北 市 : 親 親 文 化 ,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1-0 (精裝) NT$300
出去玩/洪淑惠文; 張筱琦圖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圖, 10909 .-- 2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06 (精裝)
生活 DIY: 爸爸的橡皮擦/羅曦編; 楊
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5-8 (精裝) NT$220
生活 DIY: 肯特的新禮物/羅曦編; 楊
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3-4 (精裝) NT$220
生活 DIY: 美味的冰淇淋/羅曦編; 楊
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4-1 (精裝) NT$220
生活 DIY: 媽媽的小香包/羅曦編; 楊
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6-5 (精裝) NT$220
史前探險/YOYO studio 作.插畫; 張之
逸譯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19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2-5 (精裝) NT$350
世界童話繪本: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格 林 兄 弟 原 著 ; 崔 恩 禎 文 ;
Maximiliano Luchini 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41-1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三隻小豬/英國童話
原著; 金利京文; Genie Espinosa 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世界童話繪本: 布萊梅樂隊/格林兄
弟原著; 金志修文; Dankerleroux 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28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灰姑娘/夏爾.佩羅原
著; 車寶金文; Lilidoll 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44-2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伊索寓言/英國童話
原著; 車寶金文; Philippe Jalbert 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98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穿靴子的貓/夏爾.佩
羅原著; 金志修文; Dankerleroux 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74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傑克與魔豆/英國童
話原著; 金利京文; Kate Jeong 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59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睡美人/夏爾.佩羅原
著; 金志修文; Coralie Vallageas 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66 (平裝)
世界童話繪本: 醜小鴨/安徒生原著;
崔恩禎文; Amelie Faliere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8 .-- 24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38-1 (平裝)
去旅行= 여행 가는 날/金序映文.圖;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9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7-36-6 (精裝)

出發吧!神獸動物園之旅/鄭采芩, 鄭
羽伶編撰; 陳佳妤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協會, 109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0657-7-2 (平
裝)
北勢鴨要出差/莊雅蓉採訪記錄暨撰
寫.繪 .-- 屏東縣 :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
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10909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26-08 (精裝)
兇巴巴的鱷魚/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二 三 文 創 ,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1-4 (精裝) NT$280
吃我!吃我!/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32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54-03-3 (平裝)
再見了老榕樹/屏東縣民和國小圖.
文 .-- 屏東縣 : 屏縣民和國小, 10907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1-4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5426-52-1 (精裝) NT$350
再見壞心情= Sweep/路易絲.葛雷格
(Louise Greig) 作; 茱莉亞.薩達(Júlia
Sardà)繪; 柯倩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909 .-- 3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338-344-4 (精裝)
NT$300
好朋友的菜園/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二 三 文 創 ,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8-3 (精裝) NT$280
回家的路/吳佐晰文; 劉鵑菁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北分
局, 10909 .-- 3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49-14-8 (精裝) NT$320

他們在玩什麼/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616-9-4 (平裝)

米粒小子的菁寮慢旅: 菁寮國小/蕭
千櫻等繪圖; 張紹培總編輯 .-- 臺南
市 : 臺南市菁寮國小, 109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0-6 (精
裝)

布朗克好好吃/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908 .-- 36 面;

老船的最後一哩路/康宥儒(Ada)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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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38066-9 (精裝) NT$320

27 公分 .-- ISBN 978-957-608-555-0 (精
裝) NT$250

全國兒童美語: 小天使說好話= Go
for English: say good things/全國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
文化, 10909 .-- 55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986-91219-4-1 (平裝附光碟
片)

我有很多問題/查德.奧提斯(Chad Otis)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21-417-3 (精裝) NT$300

好想知道環保做的事!/YOYO studio
作.插畫; 廖彥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4 面; 22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8-17-1 (精裝)
NT$299
好想知道寵物們的事!/YOYO studio
作.插畫; 廖彥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4 面; 22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28-18-8 (精裝)
NT$299
企業管理概要試題全解/藍天編著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91 (平裝) NT$200
池塘樂悠悠/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6-4 (平裝)
地圖任務的挑戰: 一本關於閱讀障礙
的繪本/崔西.帕基雅姆.阿洛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
(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9 .-- 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0-6 (平裝)
艾瑪和怪獸/大衛麥基文.圖; 陳柏儒
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7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8831-4-6 (精裝) NT$320
成語迷宮. 蟲林鳥獸篇/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牛 頓 科 學 教 育 ,
10908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539-20-7 (平裝) NT$400
地圖裡的祕密/Ani Syu 文; Choup 圖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45 (平裝) NT$300
走!去郊遊/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32 面;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54-07-1 (平裝)
尪仔戲真趣味/石晏如主編 .-- 初版二
刷 .-- 高雄市 : 愛智, 10907 .-- 48 面;

邦邦喬喬要回家/張永昌作; 林韋達
繪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908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40-3 (平裝) NT$320
我的第一本拉頁書. 1, 生命起源/艾
戴兒.康貝(Adèle Combes)作; 王晶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光 點 ,
10910 .-- 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7-39-7 (精裝)
我的第一本拉頁書. 2, 消防隊員/茱
蒂凱爾.波特(Judicaël Porte)作; 王晶
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0 .-- 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7-40-3 (精裝)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保護環境= J'ai le
droit de sauver ma planète/阿朗.賽赫
(Alain Serres) 作 ; 奧 黑 莉 婭 . 馮 媞
(Aurélia Fronty) 繪; 尉 遲秀 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909 .-- 4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4-9 (精裝) NT$350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參與文化= Tous
les enfants ont droit à la culture/阿朗.賽
赫 (Alain Serres) 作 ; 奧 黑 莉 婭 . 馮 媞
(Aurélia Fronty) 繪; 尉 遲秀 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909 .-- 4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3-2 (精裝) NT$350
完美的作品: 一本關於自閉症的繪本
/ 崔 西 . 帕 基 雅 姆 . 阿 洛 韋 (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
(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9 .-- 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7-6 (平裝)
我是玩具王/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9-5 (平裝)
我是怎麼生出來的呀?= Kriebels in je
buik. Warr komen baby's vandaan?/波琳.
奧德(Pauline Oud)文圖; 魏嘉儀譯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908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1-7 (精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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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喝汽水/何佳芬作; 吳嘉鴻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27 (平裝) NT$250
我們大不同/tupera tupera 文.圖; 許婷
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2-7 (精裝)
我們的家/朱紹盈文; 鍾易真圖 .-- 初
版 .-- 花蓮市 : 花縣文化局, 10908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18-8 (精裝) NT$350
把殼丟掉的烏龜/吉澤惠子文.圖; 游
蕾蕾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333-2 (精裝) NT$300
找尋紅色的愛= Rouge comme l'amour/
瓦倫蒂娜.瑪伊(Valentina Mai)文.圖;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
化, 10910 .-- 32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86-98823-5-4 (精裝)
克萊恩兒童故事集/佚名合著; 沃爾
特.克萊恩圖; 孔維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9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27-387-4 (平裝)
NT$360
我會/粘忘凡文; 許匡匡圖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9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13 (精裝)
我會念弟子規有聲學習書/風車編輯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48 面; 38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5-3 (平裝)
身邊酷科學: 生活萬物極簡史. 居家
篇/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
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科
學教育, 10908 .-- 8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39-19-1 ( 平 裝 )
NT$320
乖乖坐馬桶/陳致元文.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46 (精裝) NT$280
奇怪的小豬/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2-1 (精裝) NT$280
爸爸限定/蘇.丹吉納羅(Sue deGennaro)
文圖; 詹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909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0-307-5 (精裝)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21-10 (精裝) NT$390

乖乖溜滑梯/陳致元文.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22 (精裝) NT$280

便便火箭/服部弘樹文圖; 游珮芸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0909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187-5-9 (精裝) NT$320

乖乖愛幫忙/陳致元文.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39 (精裝) NT$280

看看我的新牙齒/金周怡作.繪; 林建
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07-182-0 (精裝) NT$320

乖乖說對不起/陳致元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2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6-0 (精裝) NT$280

紅鼻子馴鹿魯道夫/王元容作; 陳維
霖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4-1 (精裝) NT$300

玩具總動員/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8-8 (平裝)

是誰把嗯嗯變得這麼奇怪?/維爾納.
霍爾茨法特(Werner Holzwarth)文; 莎
碧娜.克蘭茲(Sabine Kranz)圖; 海狗房
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0-335-6 (精裝)

阿威與阿文: 如果朋友跟我不一樣=
Virgil & Owen: stick together/波特萊.
博 根 (Paulette Bogan) 作 . 繪 ; 李 雅 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47-8 (精裝) NT$300
狐狸拔了 11 顆牙/鄭淑芬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909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24 (精裝) NT$340
來買菜/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
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2-6 (平裝)
花園街 10 號: 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
美味/費希塔.莎拉(Felicita Sala)文圖;
吳愉萱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
巴克, 109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5-94-0 (精裝) NT$350
阿福與阿金/張庭瑀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03-3-6 (精裝)
NT$300
花貓與黑貓/宮西達也文.圖; 劉康儀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4-1 (精裝)
保平安的壓歲錢/李倩茹作; 林傳宗
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3-4 (平裝) NT$250
美好的一天/林巧筠編著.繪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背號一三, 10907 .-- 32

是誰躲起來了?/大西悟文.圖; 周佩穎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0-3 (精裝)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91-489-0 (全套:平裝) NT$224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人體/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6-9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化學/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2-1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宇宙/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8-3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地理/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3-8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物理/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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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1-4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昆蟲/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5-2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動物/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4-5 (平裝)
NT$280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數學/洋洋兔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487-6 (平裝)
NT$280
宮西達也獨角仙武士. 5: 獨角仙三兄
弟天生我才必有用/宮西達也文.圖;
米雅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8 .-- 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03-72-7 (精裝) NT$350
特別的聖誕節/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一 二 三 文 創 ,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37-2-4 (精裝) NT$280
海怪歐雷/瑪麗.荷.艾斯(Marie Hall Ets)
文.圖;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0-3 (精裝) NT$300
海洋探險/YOYO studio 作.插畫;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9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1-8 (精裝) NT$350
泰國: 樂活力與文創力/凃心怡作; 高
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9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3-2 (精裝) NT$250
高雄二二八= Ko-hiông JĪ-JĪ-PAT/吳
家銘文; 李怡志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台語傳播, 10907 .-- 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7237-8-7 ( 精 裝 )
NT$450
海盜女孩爭霸戰/蘇珊娜.伊瑟恩作;
戈麥斯繪;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3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07-184-4 (精裝)
NT$320

書籍是最好的寵物= Books make good
pets/約翰.阿加德(John Agard)文; 阿部
桃子圖; 黃婷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9125-91-8 (精裝)
猜一猜,這是誰?/G. V. 傑納頓文.圖;
郭恩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10 .-- 3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7-2 (精裝)
剪刀、石頭、布/祖兒.戴沃特(Drew
Daywalt)作; 亞當.雷克斯(Adam Rex)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8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21-416-6 (精裝) NT$300
陪我玩/吳丹寧文; 尤淑瑜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2-8 (精
裝) NT$270
彩虹小馬: 給我糖也搗蛋!/D.雅各布
斯作; 洪琇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4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10-9092-4 (精裝)
教室裡物品大發現/伍森胡文; 金益
京圖; 陳麗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907 .-- 4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212-389-8 (精裝)
教室裡的謎題: 一本關於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的繪本/崔西.帕基雅姆.阿洛
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
菲 利 波 (Ana Sanfelippo) 繪 ; 周 婉 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9 .-- 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9-0 (平裝)
健康寶寶遊戲書: 吃飯刷牙我都會!/
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施至婷, 劉康
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13-597 (全套:平裝) NT$640

Wietzel)圖; 汪仁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0910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0-336-3 (精裝)
從經典名畫認識藝術家: 跨越虛實的
卡蘿/露西.布朗里奇(Lucy Brownridge)
文; 珊卓拉.迪克曼(Sandra Dieckmann)
圖; 朱恩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40-334-9 (精裝)

愛心麵包/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5-2 (精裝) NT$280
跟石油說再見 /哈瑞葉.羅素(Harriet
Russell)文.圖; 柯倩華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35-469 (精裝) NT$300

甜蜜的家、檸檬水/波真田かもめ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0-0 (平裝)

會走路的花/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9-0 (精裝) NT$280

*童心太鼓(入門)/林夷涓作; 龐雅文,
林夷涓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
童年, 109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055-8-0 (平裝) NT$400

遇見漚汪/王美月等編著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漚汪國小,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252 (平裝)

尋找阿奇蜥蜴/陳美玲作; 姜春年繪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6-5 (精裝) NT$300

愛的故事.知識繪本. 2/潘美慧文; 傅
馨逸, 喵伊, 林韋達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6-01-4 ( 全 套 : 精 裝 )
NT$799

發明大王愛迪生/王元容作; 卓昆峰
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7-2 (平裝) NT$250
黑翅鳶尋家記/小熊老師文; 圖倪圖 .- 臺中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中分局,
109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0-9 (精裝) NT$300
超強無敵大腦/林淑英文; 李景錫圖;
陳麗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
化, 10907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88-1 (精裝)
最棒的家/金柏莉.安德魯斯作.繪; 謝
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9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338-341-3 (精裝) NT$280

遇到選擇時,你會怎麼做?/五味太郎
文.圖; 游珮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9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03-73-4 (精裝) NT$320
當時只道是尋常/馬維欣文; 25 度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金 蘋 果 圖 書 ,
10907 .-- 36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830-1-9 (平裝) NT$240
農場探險/YOYO studio 作.插畫;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9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8-19-5 (精裝) NT$350
道路/五味太郎文.圖; 高明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908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380-64-5 (精
裝) NT$300

細菌小小的旅行/孫婉玲作; 張麗真
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5-8 (平裝) NT$250

悲傷的事實丸/喬納溫特(Jonah Winter)
文;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圖; 楊雲
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1-6 (精裝) NT$300

唱給孩子聽的多語兒謠/Pak Kasur 等
作詞; Johannes Brahms 等作曲; 林珂
睿等插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圖,
10909 .-- 36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9-0 (精裝)

喵醫生/增田裕子文; 阿部弘士圖; 賴
秉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6-5 (精裝)

落葉的故事/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3-8 (精裝) NT$280

鼠小弟的禮物/中江嘉男文; 上野紀
子圖; 米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513-68-9 (精裝)

媽媽最棒!爸爸最棒!/蘿拉.紐玫若芙
文; 琳恩.孟辛兒圖; 柯倩華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48

從經典名畫認識藝術家: 超越自我的
歐 姬 芙 / 露 西 . 布 朗 里 奇 (Lucy
Brownridge)文; 愛麗絲.維澤爾(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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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猜猜看/末吉曉子文; 林明子圖;
鄭明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10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9-6 (精裝)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13-658 (精裝)

步, 10908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380-65-2 (精裝) NT$300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164 (精裝) NT$380

愛漂亮的男孩 力力/曾渼津, 許家綺
作; 許家綺繪 .-- 初版 .-- 彰化縣 : 中
州科大, 10907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2752-4-8 (平裝)

誰的襪子/孫俊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23-0 (精裝)
NT$280

寶媽咪和卡卡媽媽/劉育豪文; 劉宗
瑀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9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17-38-0 (精裝)

遊戲場上的難題: 一本關於焦慮的繪
本 / 崔 西 . 帕 基 雅 姆 . 阿 洛 韋 (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
(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9 .-- 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8-3 (平裝)

蔬菜長大了/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4-01-9 (平裝)

露營/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版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37-17 (精裝) NT$280

傳藝故事/孫綺憶等故事編繪; 龔仁
棉主輯 .-- 屏東縣 : 大仁科大, 109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4050-1 (精裝)

誰說女生不能當海盜?/蘇珊娜.伊瑟
恩作; 戈麥斯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83-7 (精裝)
NT$320

新 鼴 鼠 的 禮 物 / 海 文 . 歐 瑞 (Hiawyn
Oram)文; 蘇珊.巴蕾(Susan Varley)圖;
范曉星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
化, 109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31-3-9 (精裝) NT$320
嘉仁的家人/林書羽作 .-- 初版 .-- 花
蓮縣 :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
109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33-0-8 (平裝)
鼻屎有話和你說/Sang Sang In 著; 童
夢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 10909 .-- 36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8842-70-0 (精裝)
與眾不同的美人魚/若波特.沃特金斯
(Rowboat Watkins)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13-8308-8 (精裝)
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 第二輯
/大衛.愛德樂(David A. Adler)等作; 漢
聲雜誌社譯 .-- 臺北市 : 英文漢聲,
10908 .-- 冊 .-- ISBN 978-957-588-5618 (全套:精裝) NT$4050
種蘿蔔大賽/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4-5 (精裝) NT$280
精靈與鞋匠/Eunice 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目川文化, 10908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212-2-0 (精裝)
NT$280
數字比一比/西內久典文; 安野光雅
圖; 唐亞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

樂聖貝多芬/鄭明昀作; 卓昆峰繪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89 (精裝) NT$300

樂團小夥伴/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
技, 10908 .-- 20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5542-02-3 (精裝)
樂樂的小燈籠/顏銘儀圖.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57-443-681-1 (精裝)
NT$350
蝴蝶籃/陳美玲作; 張振松繪圖 .-- 臺
北 市 : 親 親文 化 , 10908 .-- 24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00-996 (精裝) NT$300
樹屋/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 初版 .-新北市 : 一二三文創, 10908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236-69 (精裝) NT$280
貓咪為什麼要抓老鼠/王元容作; 卓
昆 峰 繪 圖 .-- 臺 北 市 : 親 親 文 化 ,
10908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53-00-5 (平裝) NT$250
幫我找媽媽= Elvis the elephant/安東
尼.布朗(Anthony Browne)作; 羅吉希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910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38068-3 (精裝) NT$350
叢林探險/YOYO studio 作.插畫;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9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0-1 (精裝) NT$350
寶貝聞聞看: 找一找,世界各地的味
道?/Marta Sorte 作.插畫; 李旻諭譯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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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一聽.找一找: 農場/宋妮雅.巴雷帝
(Sonia Baretti)圖; 李紫蓉譯 .-- 初版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907 .-- 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0-4 (精裝)
聽一聽.找一找: 叢林/宋妮雅.巴雷帝
(Sonia Baretti)圖; 李紫蓉譯 .-- 初版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907 .-- 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1-1 (精裝)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迅猛龍
有多快?= How fast was a velociraptor?/
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9 .-- 36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507-179-0 ( 精 裝 )
NT$320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袋鼠可
以跳多遠?= How far can a kangaroo
jump?/ 艾 莉 森 . 利 曼 塔 尼 (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采 實文 化 , 10909 .-- 36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76 (精裝) NT$320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暴龍有
多高?= How tall was a t.rex?/艾莉森.利
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8-3 (精裝) NT$320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瓢蟲有
多 重 ?= How much does a ladybird
weigh?/ 艾 莉 森 . 利 曼 塔 尼 (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采 實文 化 , 10909 .-- 36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52 (精裝) NT$320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鯨魚有
多長?= How long is a whale?/艾莉森.
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
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9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76-9 (精裝) NT$320

變強大的體操/童嘉著.繪 .-- 初版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4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57-08-5575-3 (精裝)
戀戀林內斑斑紫蝶/程惠如文; 孫嘉
鴻圖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531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600
包公案/(明)佚名原著; 陳昭如編寫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57-14-6893-8 (EPUB)
西廂記/(元)王實甫原著; 石德華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94-5 (EPUB)
西遊記/(明)吳承恩原著; 許榮哲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95-2 (EPUB)
封神演義/(明)陸西星原著; 姜子安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96-9 (EPUB)

漫畫書
100 分男友與哥哥們的戰爭/大小喵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95-5 (第
2 冊:平裝)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灰野都漫畫; 小
杏桃編劇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2-0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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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1-0 (第 10 冊:平裝)
BEASTARS/板垣巴留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03-7 (第 19
冊:平裝) NT$100
CWT-TOC 導讀本/頸椎等作 .-- 新竹
市 : 同人誌數位,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56-0-9 (平裝)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
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6-6 (第 7 冊:平
裝)
DINER 殺手餐廳/河合孝典作; 譚志
瑋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2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7-2 (第 2 冊:平裝)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92-4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00
Fate/Apocrypha/漫東出祐一郎, TYPEMOON 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小天
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77-2 (第 7 冊:平裝)
Fate/Grand Order 短 篇 漫 畫 集
PLUS!/TYPE-MOON 原作; コンプエ
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 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8-8 (第
2 冊:平裝)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鍵空
富燒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4-7 (第 10 冊:平裝)
MAO 摩緒/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7-5 (第 3 冊:平裝)
MIX/安達充作; ALATA 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55-4 (第 16
冊:平裝)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栄一郎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594 (第 97 冊:平裝) NT$105
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ONE 原
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23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5587-0 (第 22 冊:平
裝) NT$100
OPUS 地球計畫/SIGONO 原著; 陳 PN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907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6-3 (第 1 冊:平裝)
OVERLORD/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
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75-8 (第 12
冊:平裝)
SA07 通往繪師之路/津留崎優作; 蕭
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98

冊 .-- ISBN 978-957-26-5580-1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581-8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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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 .-- 1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68-1-1 (第 2 冊:平裝)
NT$350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0-6 (第 23 冊:平裝) NT$100
X 探險特攻隊: 魔鬼飛翔者: 神祕翼
龍/寫樂原作; 陳葆元, 饒國林漫畫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8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98-4 (平裝) NT$260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0-3 (第
21 冊:平裝)
入夜之後的我/益子悠原作; 一 X 漫
畫;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6-1 (第 1 冊:平裝)
七龍珠 GT 卡通漫畫書. 邪惡龍篇/鳥
山明, V ジャンプ編集部原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ISBN 978-957-26-5576-4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5577-1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5578-8 (第 3 冊:平裝) NT$200
才不是爺爺/まどろみ太郎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ISBN 978-957-26-5610-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11-2 (第
2 冊:平裝) NT$130
工作細胞想交朋友/黒野環奈原作;
和泉美緒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7-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小玩笑小水獺/Lommy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8-7 (第 2 冊:平裝)
*小林源文假想戰記傑作選. I/小林源
文作; 張詠翔譯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3-8 (平裝) NT$360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高田裕
三作; 莊湘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9 .-- 冊 .-- ISBN 978-957-109072-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073-3 (第 4 冊:平裝)
上班族的育兒日常/南条つぐみ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82-5 (平裝) NT$130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
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
己做!. VII/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
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33-3557-3 (平裝) NT$130
大奧/吉永史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0-6 (第 16 冊:平裝)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三角頭作;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9-7 (第 2 冊:平裝)
山與食欲與我/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
先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8-0 (第 9 冊:平裝)
下廚生活 周末一次搞定家常備菜食
譜/仁茂田あい作; 張芳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585-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586-3 (第 2 冊:平
裝) NT$130
下課後的悸動/梅澤麻里奈作; 郭子
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冊 .-- ISBN 978-957-10-9069-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070-2
(第 3 冊:平裝)
王子的婚活/ヒサオ作; 巫白白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63 (平裝)
王之獸: 掩蔽的阿爾卡納/藤間麗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68-9 (第 1 冊:平裝) NT$100
日本兄弟: 松本大洋短篇集= 日本の
兄弟/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8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6-998 (平裝) NT$280

比赤裸更深刻/薄井いろは作; 夜原
優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9-4 (平裝)

本大爺是魔女/赤尾でこ原作; ウラ
ミユキ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0 .-- 20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51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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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85 (第 5 冊:平裝)

四月咖啡廳的秘密事件簿/鬼嶋兵伍
作 ; 澤 野 凌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9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9-9 (平裝) NT$130

不幸君的幸運/真作; 何硯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7-3 (平
裝)
午夜的高跟鞋/裾はるお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0-5 (平裝)
午夜購物頻道/黒木えぬこ作; 秦不
虫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8-7 (平裝)
天保桃色水滸傳/八月薰, 粕谷秀夫
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0-8 (第 2 冊:平裝)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2-8 (第 8 冊:平裝) NT$100
分租房的野獸/紺子ゆきめ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10 (平裝) NT$130
五等分的新娘角色設定資料書: 四葉
/春場葱, 週刊少年マガジン編集部
監修;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79-5 (平裝) NT$130
不愉快的妖怪庵/ワザワキリ作; 謝
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9-2 (第 15 冊:平裝)
火鳳燎原/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0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4-3 (第 68 冊:平裝)
巨人族的新娘/ITKZ 作; 富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26-4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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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5-9 (第
1 冊:平裝)
生而為 GAY,那又如何: 在同志酒吧
長大的我們/もち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11 (平裝)
生而為 GAY,我很抱歉: 我的性決定
我的人生/もちぎ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0-4 (平
裝)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09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6-6 (第 11 冊: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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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164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743-983-3 (第 4 冊:平裝)
尼特子真命苦/アルデヒド作;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4-0 (第 3 冊:平裝)
北海道辣妹金古錐/伊科田海作; 方
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冊 .-- ISBN 978-957-26-5572-6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573-3 (第 2 冊:平裝) NT$130
年下小男友/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4-9 (平裝)
糸永同學的戀愛紅線/奧田枠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冊 .-- ISBN 978-957-10-9111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18-1 (第 2 冊:平裝)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原作; 矢
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09 .-- 18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2-491-5 (第 10 冊:平
裝)
再多給愛一點時間/峰島なわこ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8 .-- 20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1-440-4 (平裝)
宇宙姊弟= Space/吳宇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吳孟韋, 10908 .-- 3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26 (平裝) NT$180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反転シャロウ
作;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09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89-2 (第 4 冊:平裝)
在這世界裡不能不詛咒人/木場健介,
うるまなつこ作; 陳秀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21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490-8 (第 1 冊:
平裝)
艾 梅 洛 閣 下 II 世 事 件 簿 / 三 田 誠 ,
TYPE-MOON 原作; 東冬作; 彼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5-7 (第 5 冊:平裝)
名偵探柯南: 紅之修學旅行/青山剛
昌原作;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3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2-2 (平裝)
自動販賣機可以買到那份戀情嗎？/
吉井春秋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04-550-0 (平裝)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5-9 (第 9 冊:平裝)
別.碰.我!/結城アオ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2-483-0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12-484-7 (下冊:
平裝)
佐伯同學在睡覺/春原ロビンソン原
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3-9 (第
2 冊:平裝)

走投無路的愛/松田うさち子作; 王
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03 (平裝) NT$130

沉溺其中是我的錯?/佐木かやの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610 (平裝) NT$130

我的少年/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46 (第 7 冊:平裝)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飛田二木壱作;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5-3 (第 2 冊:平裝)

妖怪手錶. 光影之卷/LEVEL-5 Inc 原
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2-2 (第
1 冊:平裝)

君戀. 社會人篇/波真田かもめ等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13 (第 1 冊:平裝)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東
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7-3 (第 1 冊:平裝)
我所厭惡的番/桐式トキコ作; 周芝
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9-7 (平裝)
我要有六塊肌!/イコール作;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7-4 (第 1 冊:平裝)
我 是 奉 俊 昊 = I AM 아이엠
봉주호/Storybox 著; 崔宇份繪圖; 許
文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0907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7-349-5 (平裝) NT$380
那個大叔享受著第二輪的異世界生
活/月夜淚原案; 橘白兔漫畫; 九十九
夜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6-0 (第 1 冊:平裝)
我們之間沒有的/ハルノ晴作; 湯伊
蘋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88-5 (第 3 冊:平裝)
我家貓咪是瞎咪?/アヅミイノリ作;
劉愛夌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4-315-7 (平裝)
男裝女孩與嬌嬌女/もちオーレ原作;
majoccoid 漫畫;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96-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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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戀. 學生篇/木下けい子等作; 貝貝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7-9 (第 1 冊:平裝)
東大特訓班.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9-6 (第 3 冊:平裝)
青之蕾/ツノナツメ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62 (平裝)
朋友關係/歩田川和果作; 徐柔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67-2 (平裝)
NT$140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
事件簿/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
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 漫畫 ;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9-8 (第
10 冊:平裝) NT$100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9-4 (第
1 冊:平裝)
阿宅的戀愛太難 漫畫同人合集/アン
ソロジー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2-9 (平裝) NT$140
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 深陷其中的
探窟家們/竹書房作; 伶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0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66-0 (平裝)
怪物王女惡夢篇/光永康則著; 游若
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9-9 (第 1 冊:平裝)

弦卷老師的作家生活/tacocasi 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3-5 (平裝)

狩 SOUL/蚩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8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499-6 (第 2 冊:精
裝) NT$420

英雄小姐與前女幹部/そめちめ作;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3-4 (第 2 冊:平裝)

怪怪守護神全彩漫畫 怪怪守護神 桃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7-5 (平裝) NT$190

為了拯救世界,你願意跟亞人來個早
安吻嗎?/音井れこ丸作; 林星宇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7-1 (第 2 冊:平裝)

食 戟 之 靈 終 極 漫 迷 手 冊 : creators'
specialite/附田祐斗原作; 佐伯俊作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6-8 (平裝) NT$290

秋山同學/のばらあいこ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719 (第 3 冊:平裝)

紅椿/三田六十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8-2 (平裝) NT$130

直到我成為委員長的人/末原さかえ
作 ; 李 其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84-9 (平裝) NT$130
乳乳乳乳/クール教信者作;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87-8 (第 4 冊:平裝)
怪物事變/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67-7 (第
10 冊:平裝)
炎炎消防隊/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21-1 (第 24
冊:平裝) NT$100
狗狗過來,我幫你摸摸!/ロッキー作;
HA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2-5 (平裝)
青梅竹馬的欲求不滿讓我超苦惱。/
美和作;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448-0 (平裝)
夜畫帳/Byeonduck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工作室,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4-210-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494-211-4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212-1 (全套:平裝) NT$760
命運之人/はんそで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689 (平裝)
阿爾蒂/大久保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3-6 (第
7 冊:平裝)
放蕩兒子與戀愛洞穴/九號作; 游若
琪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2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86-1 (平裝)

昨日的美食/吉永史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099-3 (第 15 冊:平
裝)

為愛而泣的雙眸/アラタアキ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8-1 (平裝)

為你著迷/和山やま作; 風間鈴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62-7 (平裝)
NT$130

耶 路 撒 冷 小 日 子 = Chroniques de
Jerusalem/居.得立勒(Guy Delisle)著;
陳文瑤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0909 .-- 3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35-489-6 (平裝) NT$380

為你撐傘/たうみまゆ作; 徐柔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27-3 (平裝)
NT$130

紅線= A love gift/水晶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0908 .-- 7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8557-7-8 (精裝)
NT$600

後來,我學會如何去愛/ときたほのじ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743-997-0 (第 2 冊:平裝)

為親愛的我致上殺意/井龍一原作;
伊藤翔太作;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3-2 (第 2 冊:平
裝)

勇者大人,水溫這樣子還可以嗎?/綠
藻作; 洪兆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85-4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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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4-9 (第 14 冊:平裝)
勇者成為魔王的媽媽了!/片岡とんち
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4-1 (第 2 冊:平裝)
約定的夢幻島/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
すか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89-4 (第 19 冊:平裝) NT$100
香格里拉之鳥/座裏屋蘭丸原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5-5 (第 1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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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森田季節原作; シバユ
ウスケ漫畫; K.T 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074-0 (第 3 冊:平裝)
姬乃妹妹要談戀愛還太早/ゆずチリ
作; 沙輪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2-7 (第 2 冊:平裝)
原 子小 金剛 (新 裝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1443-5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444-2 (第 8 冊:平裝)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1-8 (第 16 冊:平
裝)

狼不會入眠/支援 BIS 原著; 新川權兵
衛, かかし朝浩作; CHIK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4-2 (第
1 冊:平裝)
埃及豔后與鐵十字/真鍋讓治作; 逝
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5-6 (第 1 冊:平裝)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のの原
兎太原作; 溝口ぐる 漫畫 ; 王怡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6-4 (第 2 冊:平裝)
神明與不會飛的神使/hagi 作; 何硯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2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16-5 (平裝)
恐怖寵物店. 巴黎篇/秋乃茉莉作; 加
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ISBN 978-957-26-5654-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55-6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56-3 (第 3 冊:平裝) NT$130 .-ISBN 978-957-26-5657-0 (第 4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58-7 (第
5 冊:平裝) NT$130
笑面鬼必有福上門/山本小鐵子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4-8 (第 1 冊:平裝)
挺起來了/碗島子作; 澤野凌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6-6 ( 平 裝 )
NT$130
秘書科的兔子閨房/椿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70 (平裝)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布里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狐耳, 10908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84-5 (第
1 冊:平裝)
家族求生。/關口太郎原作; 霖之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6-3 (第 3 冊:平裝)
秘密的乾高潮大叔/りーるー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7-0 (平裝)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591-7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660-0 (第
21 冊:平裝特裝版) NT$250
鬼滅之刃(特裝版)/吾峠呼世晴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634 (第 20 冊:平裝) NT$220
烏鴉新娘/佐倉リコ作; 趙秋鳳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25-9 (平裝)
NT$130
記憶中的夏天/金魚鉢でめ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8-0 (平
裝) NT$130
冥戰錄. 第十二卷/韋宗成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114-88 (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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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15-8 (第 20
冊:平裝)
國八分/各務浩章作; 小天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3-5 (第
2 冊:平裝)
第二代!地獄難兄難弟/tacocasi 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2-8 (平裝)
這不是命運之戀/山田ユギ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740 (平裝) NT$130
異世界車站咖啡廳/Swind 原作; 神名
ゆゆ漫畫;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冊 .-- ISBN
978-957-743-980-2 (第 4 冊:平裝) .-ISBN 978-957-743-981-9 (第 5 冊:平裝)
情色漫畫家: 紙筆與 SEX!!/彩景でり
こ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83-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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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你一個幸福的結局/波真田かもめ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7-4 (平裝)
深夜 11 點的性感直播/あがた愛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0-0 (平裝)
被虐的諾艾兒美眉/カナヲ原作; つ
くしろ夕莉漫畫;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82-6 (第
2 冊:平裝)
假面客服(蜜愛篇!)/瀬戸うみこ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4-2 (平裝) NT$130
這個世界不同尋常/伊吹有作; 逝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2-8 (第 2 冊:平裝)
笨蛋才談無望的戀愛/鯰川ハレ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5-0 (平裝)
毫無招架之力的老婆/矢野トシノリ
作;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9-4 (第 1 冊:平裝)
執著與狗/梢子作; 鍾明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38-7 (平
裝)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94-8 (第 13 冊:平裝) NT$100
寂寞遊戲場/ダヨオ作; HARU 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冊 .-ISBN 978-986-512-528-8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529-5 (下冊:平裝)
雪融之戀/itz 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39-8 (平
裝)
週二凌晨一點的戀人/朔ヒロ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51 (平裝) NT$130

黑王子/りーるー作; 游若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1-1 (平
裝)

最棒的小說家: secret/藤河るり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27 (平裝) NT$130

愛即是金錢/熊貓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6-7 (平
裝)

翔太弟弟與怪阿公/tunral 作; 沙輪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2-4 (第 1 冊:平裝)

報復性愛/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17 (第 5 冊:平裝)

落花流水的歲月/鈴丸みんた作; 木
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1-7 (平裝)

給不滅的你/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20-4 (第 13
冊:平裝) NT$100

越過月亮陰影: ABO 世界/恋煩シビ
ト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83-2 (平裝) NT$130

想和無知的你做的事/小鴨作; 鍾明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00-4 (平裝)

黑色五葉草/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90-0 (第 25
冊:平裝) NT$100

無罪之聲/吐崽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動力, 10907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4-9 (第 1 冊:平
裝)

溫柔背後的真意/こうじま奈月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41-1 (平裝)

黃昏光影/じゃのめ作; 徐柔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9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75-7 ( 平 裝 )
NT$140

童話生存遊戲/稻空穗作;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78-9 (第 4 冊:平裝)

愛哭社員的戀愛理想型/桜庭ちどり
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3-2 (平裝)

喪服的新娘/芽玖いろは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98-6 (平裝)

詠歌女神/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31 (第 1 冊:平裝)

新婚生活行不行/水瀨マユ作; 陳秀
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9-1 (第 1 冊:平裝)

黃昏流星群/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68 (第 60 冊:平裝)

就算不是命定配偶/由元千子作; 黃
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0-3 (平裝)

罪惡與快感/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48 (第 1 冊:平裝)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貓咪超有事. 1,
貓奴的崩潰與歡愉日記/黃阿瑪, 志
銘與狸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8-5 (平裝) NT$350

就算道歉也不原諒你/博士作;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4-3 (平裝)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5-5 (第 15 冊:平裝)

菁英 Ω 的縱情之夜: Last night/篁ア
ンナ作; 芙菈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5-6 (平裝)

湛藍色的愛戀(初回限定版)/市川け
い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54-1 (第 4 冊:平
裝)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7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8-4 (第
24 冊:平裝)

無能力者娜娜/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4-001-1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4-002-8 (第 2 冊:平裝)

萌獸寵物店/暁なつめ原作; まった
くモー助, 夢唄漫畫; 彼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796 (第 6 冊:平裝)

棒球人生賽 3rd/蠢羊編繪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98-2 (平
裝) NT$320

愛上無節操的我/町田とまと作; 黃
語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719 (平裝) NT$130

雲雀啼叫時便是捕捉之際/円藤エヌ
作; USAG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9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4-4 (平裝)

路地迷宮裡的少女/十月士也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993 (第 1 冊: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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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之島= Mayfly island/葉長青, 李
尚喬作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73-2-1 (平裝)
遊戲到此為止/松本ミーコハウス;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7-7 (平裝)
電競世界沒有少女= Does not exist/陳
清淵原著; 飛西啟漫畫 .-- 第一版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0907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89407-7-2 (第
1 冊:平裝) NT$110

徹夜之歌/琴山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69-6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570-2 (第 2 冊:平
裝) NT$100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6-2 (第 13 冊:平裝)
酷愛電影的龐波小姐/杉谷庄吾(人間
プラモ)作;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冊 .-- ISBN
978-957-743-991-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57-743-992-5 (第 2 冊:平裝)
熊熊勇闖異世界/くまなの原作; せ
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89-5 (第 3 冊:
平裝)
緬甸小日子= Chroniques Birmanes/居.
得立勒(Guy Delisle)著; 李崇瑋, 陳虹
君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35-285-4 (平裝) NT$320
衛府七忍/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16 (第 7 冊:平裝)

灣東販,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1-436-7 (第 1 冊:平裝)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紺青之拳/青山
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2-530-1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12-531-8 (下冊:平裝)
請發誓你會守護我 more!/木田さっ
つ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4-4 (平裝) NT$130
模擬後宮體驗/齊藤祐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53 (第 2 冊:平裝)
學生島耕作. 就活篇/弘兼憲史著; 耘
希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8-2 (第 2 冊:平裝)

螳螂之檻/彩景でりこ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788 (第 4 冊:平裝)

燃吧!滬中男子橄欖球部/Ai 漫畫; 好
故事工作坊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907 .-- 19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101-5-6 (第 1 冊:平裝)

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
萊姆這檔事/伏瀬原作; 柴漫畫;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13 (第 4 冊:平裝) NT$130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扇ゆずは作; 蔡
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5-6 (第 5 冊:平裝)
貓咪 X 互攻 beginning/たつもとみお
作; Cat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6-3 (平裝)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同人版)/赤坂ア
カ原作; 茶菓山 しん太漫畫;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5-0 (第
4 冊:平裝) NT$140

螢將逝於明日/斉川冬作; 平川遊佐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12-9 (平裝)

輝夜姬讓人想八卦/赤坂アカ原作;
G3 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6-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僵屍 100: 在成為僵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
畫;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醜男真戰士/弘松涼原作; 上月ヲサ
ム漫畫;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2-3 (第 2 冊:平裝)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
女友嗎?/望公太原作; 浦稀えんや漫
畫;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冊 .-- ISBN 978-957-26-5564-1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5565-8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5566-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40

賢者如星/依歡[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3-5 (第 3 冊:平裝)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20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5593-1 (第 19 冊:平
裝) NT$140

- 冊 .-- ISBN 978-957-10-9079-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080-1
(第 7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桑/矢立肇, 富野由悠
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九流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74-1 (第 17 冊:平裝)
親愛的,不要太過分喔!/鈴丸みんた
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03-7 (平裝)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jin 作;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76-5 (第 5 冊:平裝)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104

織田肉桂信長/目黑川うな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4-6 (第 6 冊:平裝)
藍色青春: 松本大洋短篇集= 青ぃ春/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6-98-1 (平裝)
NT$300
轉角咖啡廳/児島かつら作; 王薇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29-7 (平
裝) NT$130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588-7 (第
22 冊:平裝) NT$100
鯊魚系女子的領域/樂樂作; 晚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30 (第 1 冊:平裝)
檳榔美少女/盧卡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08 .-- 冊 .-- ISBN 978957-32-8839-8 (上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32-8840-4 (下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32-8841-1 (全
套:平裝)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奇天烈大百科
/藤子.F.不二雄作; 黃蓁蓁, kimi 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79 (第 2 冊:平裝)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02-0 (第 15 冊:平
裝) NT$150
鏡頭前的初體驗/百瀨あん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09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493-9 (第 1 冊:平裝)
鏡頭前的初體驗/百瀨あん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8-6 (第 2 冊:平裝)
寶石之國(特裝版)/市川春子作; 謝仲
庭 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0908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5-857-3 (第 10 冊:平裝) NT$420
魔女的怪畫集/晴智作; 李殷廷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20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493 (第 7 冊:平裝)
魔導具師妲莉亞不向人低頭: Dahliya
Wilts No More/甘岸久弥原作; 住川惠
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597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598-6 (第 2 冊:平裝) NT$130
灌籃少年. ACT4/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8-1 (第
5 冊:平裝) NT$100
戀愛催眠療法(特裝版)/まさき茉生
作 ; 曾 怡 華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13-6 (第 1 冊:平裝) NT$170
蠻姑兒/蝴蝶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
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18-46-5 (第 2 冊:平裝) NT$280

小說及雜文

上课不要生小孩/九把刀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60-2 (平
裝)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21-360-2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61-9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62-6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63-3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64-0 (第 20 冊:平裝)
大 魔 導 紀 元 . 2= Ray's chronicle: a
brand-new history & those hero in it. 2/
十三(Thirteen)作.插畫 .-- 初版 .-- 桃園
市 : 十三番工房,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204-1-4 (PDF)
太子與妖僧/手倦拋書作 .-- 初版 .-臺北市 : 旭儒, 10909 .-- 5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27-9-3 (精裝)
NT$900
不 可思議的 靈異愛 情 / 落櫻雪犽編
著 .-- 初 版 .-- 桃 園 市 : 呂 和 徽 ,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2-3 (PDF) NT$280
心光/初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8812-72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98812-8-9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98812-9-6 (全套:平裝)
NT$600
少年: 他他/青雲姐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林沛瑩,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7901-9
(EPUB)
NT$65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58-9 (第 1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00-5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01-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02-9
(第 14 冊:平裝)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38-1 (第 8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69-5 (第 8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70-1 (第 8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71-8
(第 88 冊:平裝)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105

- ISBN 978-986-521-365-7 (第 75 冊:平
裝)
仙子請自重/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21-341-1 (第 49
冊:平裝)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浮兮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冊 .-- ISBN 978-986-521-349-7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80-0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9-2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0-3 (第 20 冊:平裝)
用地圖編輯器亂改異世界的我,是不
是稍微有點超過/非瓴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53-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24-0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425-7 (第
3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26-4 (第 33 冊:平裝) NT$190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368-8 (第 95
冊:平裝)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29-9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42-8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43-5 (第 4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96-1 (第 4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16-6 (第 4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7-3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8-0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9-7 (第 50 冊: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39-8 (第 9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72-5 (第 94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94-7 (第 95 冊:平
裝)
在異世界買土地開闢農場!/岡沢六十
四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8-8 (第 2 冊:平裝) NT$200
百萬倍攻速/碎月流江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33-2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34-9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35-6 (第 6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445-5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46-2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47-9 (第 9 冊:平裝) NT$180
努力過頭的世界最強武鬥家,在魔法
世界輕鬆過生活。/わんこそば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3-4 (第 6 冊:平裝) NT$20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44-2 (第 2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45-9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46-6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47-3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48-0 (第 30 冊:平裝)
沒事多吃菜/天王星人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天王星出版,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42-5-3 (平
裝) NT$28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25-1 (第 13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26-8 (第 13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67-1 (第 13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2-3
(第 13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2-8 (第 13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3-5 (第 138 冊:平裝)
沃特尼亞戰記/保利亮太作; 蕭嘉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7-2 (第
4 冊:平裝) NT$200
我們真的學不來: 未體驗的時間表/
筒井大志原作; はむばね作; 曾柏穎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4-1 (平
裝) NT$200
走鋼索的人= The walkers/尼西作 .-初 版 .-- 新 北 市 : 四 方 行 工 作 室 ,
10909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1-1-8 (平裝)
克羅洛戰記. 1,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
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
アユム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36-5 (平裝) NT$200
兩京十五日/馬伯庸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8 .-- 冊 .-ISBN 978-986-387-357-0 (全套:平裝)
NT$930
果香/周環玉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30-41-9
(EPUB)
NT$35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75-6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76-3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77-0 (第 3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78-7 (第 3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79-4 (第 35
冊:平裝)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2, 最強
迷宮皇也是邊緣人/五示正司作; 徐
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95 (平裝) NT$200
延遲出場的馴獸師之日常/棚架ユウ
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50-1 (第 1 冊:平裝) NT$200
金錢在敗者手中流轉/玖城ナギ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3-3 (第 2 冊:平裝) NT$200
近戰狂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28-2 (第 7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40-4 (第 7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73-2 (第 7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5-4
(第 7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5-9 (第 80 冊:平裝)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
回復要員/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39-6 (第 8 冊:
平裝) NT$200
美人好心機/何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85-5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86-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87-9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388-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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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0-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1-6 (第 7 冊:平裝)
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徐坤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39-6
(EPUB) NT$320
首富之路/青衫取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24-4 (第 1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54-1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55-8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56-5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57-2 (第 15 冊:平裝)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39-4 (第 54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86-515-440-0 (第 55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417 (第 56 冊:平裝) NT$190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411-1 (第 12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36-7 (第 12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66-4 (第 124
冊:平裝)
修真界唯一錦鯉/枯玄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ISBN 978-986-515-436-3 (第 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37-0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38-7 (第 9 冊:平裝) NT$19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35-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59-6 (第 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05-0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06-7 (第 10
冊:平裝)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31-2 (第 1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50-3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51-0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52-7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53-4 (第 20 冊:平裝)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健育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5640-2 (第 13 冊:平
裝) NT$200
從同居開始的御宅族女友交往方法/
村上凛作; 陳士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4-0 (第 2 冊:平裝) NT$200
眾神眷顧的男人/Roy 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35-8 (第 4 冊:
平裝) NT$200
陰差陽錯/藍揚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51-8 (第 3 冊:平裝) NT$200
從被子彈擊中的戰場消失吧. III, 子
彈魔法與亡靈程序/上川景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57 (平裝) NT$200
密斯瑪路卡不興國物語: 夏洛特出任
務/林トモアキ作; 林均鎂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5646-4 ( 平 裝 )
NT$200
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回神時已
變成最強. 1,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
月島秀一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2-6 (平裝) NT$200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
的小說。/鈴木大輔作; 龔持恩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38-9 (第 2 冊:
平裝) NT$20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27-5 (第 9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37-4 (第 9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93-0 (第 9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14-2
(第 98 冊:平裝)

416-5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17-2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54-7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55-4 (第 8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456-1 (第 9 冊:平裝)
NT$180
結緣女仙/DARK 櫻薰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452-3 (第 3
冊:平裝) NT$240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330-5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74-9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97-8 (第 32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98-5 (第 33 冊:平
裝)
禁忌录. 7, 怀孕/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605-30-5 (EPUB)
禁忌錄. 7, 懷孕/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
森數位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605-29-9 (EPUB)
農門小千金/瀾木作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381-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82-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83-1 (第 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384-8 (第 4 冊:平裝)
聖武時代/道門弟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21-9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422-6 (第
20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23-3 (第 21 冊:平裝) NT$190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5-442-4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43-1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44-8 (第 15 冊:平裝) NT$180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ISBN 978-986-521-332-9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33-6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334-3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043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7-2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8-9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9-6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30-2 (第 15 冊:平裝)

開局成了二世祖/小明太難了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冊 .-- ISBN 978-986-515-415-8 (第 4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18-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19-6 (第
107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20-2 (第 6 冊:平裝) NT$180
蒼青之劍/幽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30-1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31-8 (第 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325 (第 6 冊:平裝) NT$180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21-403-6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26-5 (第 12
冊:平裝)
龍 王 的工 作 !/ 白鳥士郎 作 ;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41-9 (第
12 冊:平裝) NT$200
默默/蘇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蘇輗,
10907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8-4 (平裝) NT$150
戲如人生/克里斯豪斯作 .-- 高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0907 .-- 372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99032-1-9 (平裝)
NT$380
曖昧禁止!王牌的祕密情事/草子信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52-5 (平
裝) NT$200
騙子律師: 艾迪.弗林系列. 3= The liar:
Eddie Flynn book. 3/ 史蒂夫 . 卡瓦納
(Steve Cavanagh)作; 林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9-37-8
(EPUB) NT$280
魔王學園的背叛者. 1, 人類最初的魔
王候補,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
衝擊/本田セカイ作; 偽善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5647-1 ( 平 裝 )
NT$200
爛柯棋緣/真費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15-427-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428-8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29-5 (第 6 冊:平裝) NT$190
驚世小娘子/千尋, 綠光, 風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冊 .-- ISBN 978-957-788-969-0 (全套:
平裝)

其他

978-986-318-930-5 (25K 平裝附光碟
片)

1+1+1/藍聖傑(Blue)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0908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868-6-4 (平裝)
NT$480

ATM 的 憂 鬱 同 名 圖 文 集 ( 限 定
版)/ATM so sa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黑白文化, 10908 .-- 1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357-0-8 ( 平 裝 )
NT$450

101 招學會 LibreOffice: Writer 文書
xCalc 試算表 xImpress 簡報實戰技巧
/蔡凱如, 孫賜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0-0 (PDF) NT$620
108 自在語. II= 108 adages of wisdom=
108 Pepatah bijak= 108 Lời tự tại= 108
่ ่ ง/聖嚴法師
สุภาษิตสอนใจ ตอนทีหนึ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聖嚴教育基金
會, 10909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6443-98-5 (平裝)
12 星座健康生活篇/Lala, 雷夢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97-7 (平裝) NT$260
<<易經>>三十天快譯通/於光泰作 .-初版 .-- 新北市 : 行卯, 10907 .-- 6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33-27 (精裝) NT$1000
린훼이란씨앗분재예술/린훼이란(林
惠 蘭 )창작; 린훼이( 林 暉 )편집장 .-초판 .-- 新 北 市 : 領 飛 無 限 文 創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0-4 (EPUB)
艰困岁月: 平安生活 勇气 坚持 保持
健康. 2020/蔡静汶着; 廖振帏编辑; 蔡
静汶, 廖苡均绘图 .-- 臺南市 : 顏襄數
位科技,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41-3-0 (PDF) NT$1200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 猫咪超有事. 1,
猫奴的崩溃与欢愉日记/黄阿玛, 志
铭与狸猫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
局,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64-0 (平裝)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new series 2019).
volume 17/editor Cheng F. Lee .-- 新北
市 : Ainosco Press, 10907 .-- 3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286-75-9 (平裝)
Anne of green gables/original author
Lucy Maud Montgomery; adaptor Brian
J. Stuart .--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 10908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3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35-6 ( 平 裝 ) .-- ISBN 978-9578632-36-3 (精裝)

ATM 的 憂 鬱 同 名 圖 文 集 ( 普 通
版)/ATM so sa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黑白文化, 109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357-1-5 ( 平 裝 )
NT$330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37-0 ( 平 裝 ) .-- ISBN 978-9578632-38-7 (精裝)

Beyond trade deficits: things you may not
know about the U.S.-China trade
war/Priscilla Liang[作]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26-64-1 ( 平 裝 )
NT$380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I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2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39-4 ( 平 裝 ) .-- ISBN 978-9578632-40-0 (精裝)

COVID-19 過後: 2020 大未來/呂尚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07 .-157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22-6-9 (平裝)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2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41-7 ( 平 裝 ) .-- ISBN 978-9578632-42-4 (精裝)

DELPHI IN DEPTH: DATASNAP 網站
應用程式全端開發/吳祐賓著 .-- 1
版 .-- 臺北市 : 大匠之風,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300-1-9
(EPUB)
English partner/文鶴編審委員會作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9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47-919-4 (平
裝附光碟片) NT$360
English teaching and Taiwan culture/陳
淳麗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0-0 (平裝) NT$300
Enthralling monsters in American Gothic
novels/林嘉鴻, 藍恩明作 .-- 1 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7 .-- 1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05-6 (平裝)
Everyday listening & speaking. 6/author
Andrew Crosthwaite et al. .-- 1st ed.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0908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198-31 (平裝)
Exchange Server 2019 工作現場實戰寶
典: 基礎建置 x 進階管理 x 資訊安全
管理/顧武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5-4 (PDF) NT$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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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1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43-1 ( 平 裝 ) .-- ISBN 978-9578632-44-8 (精裝)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I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45-5 (平裝) .-- ISBN 978-9578632-46-2 (精裝)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II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3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47-9 (平裝) .-- ISBN 978-9578632-48-6 (精裝)
Falun Dafa: explaining the teachings of
Zhuan Falun/by Hongzhi Li .-- 1st ed.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29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8632-55-4 (平裝) .- ISBN 978-957-8632-56-1 (精裝)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con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by Hongzhi Li .-- 3rd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53-0 (平
裝) .-- ISBN 978-957-8632-54-7 (精裝)
Falun Dafa: the essentials of diligent
progress. II/by Hongzhi Li .-- 2nd ed.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1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8632-51-6 (平裝) .- ISBN 978-957-8632-52-3 (精裝)
Falun Dafa: the essentials of diligent
progress. III/by Hongzhi Li .-- 1st ed.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2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8632-57-8 (平裝) .- ISBN 978-957-8632-58-5 (精裝)
FFTC@50/edit by FFTC Editing team .-臺北市 :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10910 .- 1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66-0-6 (平裝)
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written by James Baron, Joe
Henley .-- 2nd ed. .-- 臺北市 : 敦煌,
10909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05-5 (第 1 冊:平裝)
Global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吳季達
等[作] .-- 1st ed.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0907 .-- 2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14-3-4 (平裝)
IFRSs 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
業財務比率. 109 年版(108 年度)/張國
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徵信,
10908 .-- 22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78-67-3 (光碟片) NT$600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editor-in-chief Lung-Sheng Lee,
Yi-Fang Lee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63-8 (平裝)
Introducción al vocabulario periodístico/
劉惠風, José Campos Cañizares 作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07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8336-7-7 (平裝)
J.S.Bach 意大利協奏曲及四首二重奏:
巴 赫 指 法 與 觸 鍵 =Italian concerto &
four duets/宋允鵬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全音樂譜, 10908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054-56-3 (平裝)
Java SE 14 技術手冊/林信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0-9 (PDF)
NT$680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5/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0908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686-419 (平裝附光碟片)
Linda Lin arte de las semillas de
bonsái/creadora Linda Lin; director
editorial Lin Hui; traductoras de libro Liu
Pichiao, Yang Yayuan .-- 1ª edición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7-6-6
(EPUB)
Linda Lin die kunst des samenbonsai/kreation Linda Lin; herausgeber
Lin Hui; übersetzung (buch): Christian
Richter .-- 1 aufl.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
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8-0 (EPUB)
Linda Lin: L’Art de cultiver les graines
de bonsaï/auteure and artiste Linda Lin;
èditeur Lin Hui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
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5-9 (EPUB)
Morals of descrying beauties/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0907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7-2-4 (精裝)
New theory of painting: brain vision
techniques/author Shunder Chang (張舜
德) .-- 2nd ed. .-- 新北市 : 張舜德,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4-6 (PDF)
Phytoseiidae
of
Taiwan(Acari:Mesostigmata)/by JhihRong Liao et al.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0910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408-5 (精裝)
Power BI 零售大數據分析應用: 強化
工作效率,掌握市場先機!/謝邦昌, 蘇
志雄, 宋龍華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9-3 (PDF) NT$600
Process systems analysis and control/by
Steven E. LeBlanc, Donald R.
Coughanowr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908 .-- 6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1-448-3 (平裝)
Python Programming Bible 自學聖經:
從程式素人到開發強者的技術與實
戰大全!/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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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2-3 (PDF) NT$880
Python 從基礎到資料庫專題/蔡文龍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7-9 (PDF) NT$300
Qiou Miao-Jin's lesbian subjectivity: The
Journal of Crocodile and Dying
Testament in Montmartre= 邱妙津之女
同志認同研究: 以鱷魚手記與蒙馬特
遺書為例/Chih-Hui Fang[作]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72-6 (平裝)
SAT 文法攻略/禤映峰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5-989-6 (平
裝) NT$300
SAT 作文滿分攻略/鐘莉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908 .-- 2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5-990-2 (平
裝) NT$320
SAT 單字攻略/王字強, 陳方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0908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5-9919 (平裝) NT$780
Spring Boot 情境式網站開發指南: 使
用 Spring Data JPA、Spring Security、
Spring Web Flow/曾瑞君著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78-6 (PDF)
NT$580
Success with easy reading. book 1/author
Owain Mckimm et al. .-- 1st ed.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8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29-9 (平裝)
The art of seed bonsai by Linda
Lin/artistic creator Linda Lin; editor in
chief Lin Hui; text translation David
Katz .-- 1st ed.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
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1-1 (EPUB)
The book of nature & beauty. 2020/曾孟
人 作 .-- 新 北 市 : EMZ Art Studio,
10908 .-- 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91-1-4 (精裝) NT$600
The Deep 淺意識投射卡使用手冊/黃
喬伊, 書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
藍出版, 10908 .-- 32 面; 15 公分 .-ISBN 978-986-94507-7-5 ( 平 裝 )
NT$1680

The dread and anguish of Shakespeare's
Hamlet/林嘉鴻, 藍恩明作 .-- 1 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7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06-3 (平
裝)
The effects of music education on
underprivileged
groups'
learning
emotions/李之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7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44-7 ( 平 裝 )
NT$280
The frog prince/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Artone .-- 1st ed. .- 臺北市 : 佳音, 10909 .-- 4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0-4 (平裝)
The landscape of inwardness/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0907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7-1-7 (精裝)
The selected Grimms' tales/author The
Brothers Grimm .-- 臺 北 市 : 敦 煌 ,
10908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906-2 (平裝)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1626–1642: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天, 10908 .-- 3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38-937-5 ( 精 裝 )
NT$1200
TOGA AWARDS 個 體 審 查 紀 錄 .
2018-2019/鄭耘明主編 .-- 臺南市 : 臺
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109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90-6-4 (平
裝) NT$450
Tune in: improving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冊 .-ISBN 978-986-441-401-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441-404-8 (第 2 冊:
平裝)
Use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林勤敏, 陳
惠玲[作] .-- 1st ed. .-- 臺北市 : 空中美
語文教, 10907 .-- 18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9314-2-7 (平裝)
Using
a
Computer-Assisted
Pronunciation Training (CAPT) course to
enhance learning/藍恩明作 .-- 1 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7 .-- 1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12-4 (平
裝)

*Where 旅遊味: 緩離島/劉建德總編
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0907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5-08 (平裝)
Wifi 气 氛 灯 程 序 开 发 . ESP32 篇 =
Using ESP32 to develop a 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 (smart home
series)/曹永忠等著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29-5-8 (PDF) NT$1200
Wifi 氣 氛 燈 程 式 開 發 . ESP32 篇 =
Using ESP32 to develop a 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 (smart home
series)/曹永忠等作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29-4-1 (PDF) NT$1200
Zhuan Falun/by Hongzhi Li .-- 3rd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10 .-- 413 面; 16 公
分 .-- ISBN 978-957-8632-59-2 (平裝)
Zhuan Falun. volume II/by Hongzhi Li .- 1st ed. .-- 臺北市 : 益群, 10909 .-- 1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493 (平裝) .-- ISBN 978-957-8632-50-9
(精裝)
一 池 光 井 = Beneath a descending
moon,breathing/蘇笑柏作 .-- 初版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0909 .-- 160
面 ; 25X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429-9-3 (精裝)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
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 工作室編著 .- 十 八 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10908 .--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0-3 (平裝)
人工智慧 mBot 機器人互動程式設計:
AI 人工智慧.IoT 物聯網.大數據與
ML 機器深度學習/王麗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4-7 (PDF)
NT$300
八月狂想曲/徐坤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5-8 (EPUB)
NT$500
人生必遇/林碧玉(靜憪)著 .-- 初版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41-4 (PDF)
NT$480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八編/
王本朝等著;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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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8-228-1 (全套:精裝)
NT$55000
人性邊緣的憂傷/趙焰著 .-- 初版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8-9
(EPUB) NT$300
人與事/鮑.列.帕斯捷爾納克著; 烏蘭
汗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
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42-6 (EPUB) NT$200
女生最愛玩的 58 則心理測驗/柯小婕
編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08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23-7
(PDF)
凡 事 皆 有 出 路 ! = Everything is
figureoutable/ 瑪 莉 . 佛 萊 奧 (Marie
Forleo)著; 林力敏譯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9-1 (PDF)
大陸台商 1000 大 .2020 年: 口罩下台
商的危機與轉機/于國欽等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
數位, 10908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6844-18-8 (平裝) NT$220
心。: 人生皆為自心映照/稻盛和夫
作; 吳乃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79-2 (PDF) NT$410
不 可不知的 厚黑學處 事經 / 史晟編
著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49-1
(PDF) NT$280
日本亞洲關係史/伊藤幹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6-9 (平
裝) NT$500
公司法修法與新創公司/李鎂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735 (平裝)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 第一期,
商業判斷原則與背信. 2020 年/郭大
維, 張心悌共同編審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49-6-5
(PDF)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 第二期,
企業併購與董事責任. 2020 年/林建
中, 張心悌共同編審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49-7-2
(PDF)
巴利文課誦本= Pāli chanting/羅候羅
法師(Bhikkhu Rahul Ratna)編纂 .-- 初
版 .-- 臺北市 : 王貴美, 10908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2-0 (平
裝)
日美中台關係史/伊藤幹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5-2 (平
裝) NT$500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子電路學/山下
明著;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6-1 (PDF) NT$450
*手部保健電子創新與實踐系列/陳
麗玲作 .-- 新北市 : 陳麗玲, 10908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0-2 (平裝)
五張犁: 程紹武點評王祥夫短篇小說
/王祥夫著; 程紹武點評 .-- 初版 .-- 新
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44-0 (EPUB)
NT$320
中國新聞史研究輯刊. 五編/陳曦等
著; 方漢奇主編; 王潤澤, 程曼麗副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703 (全套:精裝) NT$10000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九編/陳
冠榮等著; 許學仁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8-165-9 (全套:精裝)
NT$4200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二編/劉
斌等著; 林慶彰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297-7 ( 全 套 : 精 裝 )
NT$60000
中華民國新聞史(1912-1949)/倪延年
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413 (全套:精裝) NT$30000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股神唯一授權,
寫 給 合 夥 人 的 備 忘 錄 = 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 傑 瑞 米 . 米 勒
(Jeremy Miller)著; 許瑞宋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5-3 (PDF)
NT$450

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235-9 (全套:精裝) NT$15000

幻 夢 : 虛 擬 之 歌 . II= Empty dream:
virtual songs/王蔘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王蔘, 10907 .-- 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894-4 ( 平 裝 )
NT$399

丘逢甲的客家人意識與臺灣人意識/
伊藤幹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9-0 (平裝) NT$250

弘一大師傳/陳慧劍著 .-- 臺北市 : 東
大,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19-4 (EPUB)

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艾紅紅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307 (全套:精裝) NT$36000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四編/王
明蓀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
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272-4 (全套:精裝) NT$62000

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 十一編/佟德
元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17-8 (全套:精裝) NT$28000

以 吏 為 師: 新出 土 法 家 教材 新 探 =
Official as teacher: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newly excavated teaching materials
of Legalist's School in Qin China/溫如
嘉, 張偉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8-364-9 (平裝) NT$480

*去澄清愛港玩= Going to play at the
clear love harbour/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908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2-2 (平裝) NT$600

正向聚焦/陳志恆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03-655-3
(EPUB)
NT$38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二編/廉水杰
等著; 曾永義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80-2 (全套:精裝) NT$2200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一編/潘梅等
著; 潘美月, 杜潔祥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8-150-5 (全套:精裝)
未 來規劃師 教學手 冊 / 李佳桂等編
撰 .-- 臺南市 : 李佳桂, 10909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8-5 (平
裝)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八輯/谷維
佳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208-3 (全套:精裝) NT$18000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二編/
郭勇等著, 李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花木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250-2 ( 全 套 : 精 裝 )
NT$36000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十三編,
北京師範大學特輯/教鶴然等著; 李
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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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口頭禪: 我的幼學教材/何福
田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人類文
明文教基金會,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5925-9-8 (PDF) NT$300
巨頭的詛咒: 就是他們!正在扼殺創
新、中小企業、你我的隱私資訊和
薪資、掀起更多民粹和不平等=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吳修銘(Tim Wu)著; 王怡棻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7-7 (PDF) NT$300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 4500 單字: 克
漏字&翻譯練習. B 冊/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策劃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7 .-12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18-1-6 (平裝) NT$300
台灣民眾黨史/何承冀著 .-- 初版 .-高雄市 : 何承冀, 10907 .-- 3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66-1 (平裝) .- ISBN 978-957-43-7867-8 (精裝)
台灣百年暨百人視覺設計/楊宗魁策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大計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1777-57 (全套:精裝) NT$6000
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 2020/林素槿
採訪編輯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誌,
10908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674-6-6 (平裝) NT$1000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8 第十一屆
(中英對照)= 2018 TID award/王玉麟

等編輯委員 .-- 臺北市 : 室內設計協
會,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794-2-2 (PDF) NT$590
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2020 第
七屆= The 7th commemorative edition
of Taiwan Baseball Hall of Fame in
2020/何來美等作; 台灣棒球名人堂
協會主編 .-- 臺北市 : 臺灣棒球名人
堂協會, 10907 .-- 6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0939-6-5 (平裝)

全球化與行政治理. 三: 「全球化與
在 地化發展 」論文選 集 /陳啟清等
著 .--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維高文化,
10907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127-2-0 (平裝) NT$400

余清芳的臺灣人意識、臺灣民族主
義思想與漢民族主義思想/伊藤幹彦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7-6 (平裝) NT$250

收集癖最需要的整理術: 塞滿各種小
物的房間,也能井井有條/ひぐちさと
こ作; 許婷婷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9-4 (平裝)

宏國德霖外語教學與文學期刊=The
HDUT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terature/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應用英語系彙集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鶴, 10907 .-- 19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147-918-7 ( 平 裝 )
NT$580

成为更好的自己: 给你的 18 堂心理
必修课/刘轩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 10909 .-- 1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301-961-9 (平裝)

地藏菩薩寶懺儀軌/ .-- 一版 .-- 臺中
市 : 瑞成, 10907 .-- 9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85-896-2 ( 經 摺 裝 )
NT$160

自由主義的信徒: 林毓生研究/李顯
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0-7 (EPUB) NT$320

光鏡影界: 攝影藝術創作思維=
Realm of light and shadow: the artistic
creation thinking in photography/ 華 才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祐安精品,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02-4-8 (PDF) NT$800

安全保護證/鮑.列.帕斯捷爾納克著;
桴鳴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
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43-3 (EPUB) NT$250
好牧人營會= Good shepherd camp/楊
錫儒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
文化, 10907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851-1-9 (平裝) NT$70
臣服的力量: 以接納取代抵抗,擺脫
依賴、執著、想太多、太努力的不
安狀態,結合精神醫學、直覺療癒與
靈性指引,成為更好的你= The ecstasy
of surrender: 12 surprising ways letting
go can empower your life/茱蒂絲.歐洛
芙(Judith Orloff)著; 顧淑馨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6-0 (PDF)
NT$380
回首台灣經濟之起伏/王塗發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經院,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93-102-3 (PDF)
NT$300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2020 版 : 適 用 Photoshop. Illustrator
(MAC/PC)/技能檢定研究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83-0 (PDF)
NT$420
早教奥义与早教蓝图/黃志杰编辑规
划 .-- 新北市 : 新耘文化, 109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539-11 (平裝)

我那不完美卻幸福的單親旅程/黎詩
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47-8 (EPUB) NT$350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 18: 影音/MV 剪
輯活用創意特蒐/鄧文淵總監製; 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7-0 (PDF) NT$390
防制洗錢&打擊資恐/李洙德等編
著 .-- 高雄市 :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907 .-- 2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5-5 (平裝) NT$350
佛法真義= Buddha-Dharma: pure and
simple. 3/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1st ed.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2-7 (平裝)
更美好的約/甘堅信(Kenneth E. Hagin)
原著 .-- 一版 .-- 臺中市 : 瑞瑪出版,
10908 .-- 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4256-8-1 (平裝)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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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 .-- 冊 .-- ISBN 978-986-166-452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53-8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54-5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56-9 (全套: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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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恵蘭種の鉢植えアートグ/林恵蘭
クリエイ; こんどうともこ書籍翻訳;
林暉統括及びアート指導 .-- 初版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7-2-8
(EPUB)
念力的祕密系列/琳恩.麥塔格特
(Lynne McTaggart)著; 梁永安等譯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0908 .-冊 .-- ISBN 978-986-5401-34-4 (全套:
平裝) NT$1250
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證詞/瑪格
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作; 陳
小慰,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9305-1-2 (全套:平裝) NT$840
長老職分課程/水流職事站編; 財團
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 臺灣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福 音 書 房 ,
10907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6-451-4 (第 1 冊:平裝)
芬芳校園溫馨情/陳文榮著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陳文榮, 10907 .-- 29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15 (平裝) NT$280
青春的契機: 跟著聖經行,青春超有
型/保羅.大衛.區普(Paul David Tripp)
著; 婁曉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04-4 (PDF)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解義/釋迦牟
尼, 六祖惠能原作; 陳榮三編輯 .-- 桃
園市 : 三達德, 10908 .-- 6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316-0-1 (精裝)
林惠兰种子盆栽艺术/林惠兰创作;
林晖总编辑 .-- 初版 .-- 新北市 : 領飛
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3-5 (EPUB)

林惠蘭種子盆栽藝術(阿拉伯文版)/
林惠蘭創作; 林暉總編輯 .-- 初版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7-7-3
(EPUB)
放肆狂琴(線上影音版)= Bass Guitar
Essentials/詹益成編著 .-- 新北市 : 典
絃音樂文化, 10907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581-84-7 (平裝)
NT$480
幸福詠傳/太陽盛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圓娛樂, 10910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64-0-8 (平裝)
NT$495
宜蘭美術. 62 期/鄒森均編輯 .-- 宜蘭
縣 : 宜縣美術學會, 10908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291-4-3 (平裝)
威力導演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適用
15-18 版,含 CCA&CCP 國際認證模擬
試題)/李燕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2-4 (PDF) NT$390
美日台的國際關係: 以台灣的安全保
障為中心/伊藤幹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致良, 10908 .-- 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0-6 ( 平 裝 )
NT$250
為什麼他「有錢」又「有閒」: 上班
族也能財務自由 人氣創業導師的最
強富人法則/岡崎勉明著; 林于楟譯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57-14-6880-8 (EPUB)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
論文集. 2020 第 16 屆/中華大學建築
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 新竹市 : 建都
文化, 109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5-2-4 (平裝) NT$200
星星 月亮 太陽/翁啟訓作 .-- 初版 .-嘉義市 : 翁啟訓, 109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69-2 (平裝)
NT$400
看穿人心超強說話術/陶然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54 (平裝) NT$380
星星的絮語/陳禹傑作 .-- 初版 .-- 南
投縣 : 陳禹傑, 10907 .-- 141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70-8 (平裝)
NT$660

看海的地方/徐至宏文.圖 .-- 初版 .-新北市 : 步步, 10908 .-- 3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380-67-6 (精裝)
NT$320
風掠過淮河長江/趙焰著 .-- 初版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6-5
(EPUB) NT$300
風場.四八: 黃奎祐服裝設計創作 參
考著作. 2020/黃奎祐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黃奎祐, 10907 .-- 48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9-9 (平裝)
風場.四八: 黃奎祐劇場服飾創作 參
考著作. 2020/黃奎祐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黃奎祐, 10907 .-- 48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8-2 (平裝)
恆毅力: 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
著; 洪慧芳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90-7 (PDF) NT$460
*音樂之鑰= Cindy's music keys/梁竹
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博亞文化,
109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884-9-4 (第 2 冊:平裝) NT$280
紀德遊記/安德列·紀德著; 由權, 李玉
民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
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40-2 (EPUB) NT$450
音 響 入 門 誌 . vol 1, 揚 聲 器 篇 =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川音箱, 10907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2179-58 (平裝) NT$2880
孫子兵法. 為人處世篇/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7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2-3 (平裝) NT$380
烏克知音/陳加容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知音音樂,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93-9-3 (上冊:
平裝)
涂 昌 裕 書 畫 作 品 選 = Calligraphy
portfolio of Tu.Chang-Yu/涂昌裕作 .-臺中市 : 涂昌裕, 10907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56-2 (平裝)
海洋博物誌. 北台灣篇: 飽覽海岸與
水下生態！700 種魚類與無脊椎生物
辨識百科/李承錄, 趙健舜作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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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0908 .-- 冊 .-ISBN 978-986-408-628-3 (全套:平裝)
NT$1680
氣炸鍋百變健康料理風味食譜: 煎、
烤、炸 30 道異國美味輕鬆上桌廚房
無油煙料理好時尚/陳秉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9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681 (平裝) NT$300
航海人員基本安全培訓: 精通個人求
生 技 能 = Proficiency in personal
survivor techniques/周和平編著 .-- 臺
北市 : 倫悅企業, 10907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249-6-1 (平裝)
NT$300
真愛 台灣、藝 術平權、 庶民參 與 :
「台灣經典-秋」中時藝術博覽會經
典作品集. 2020 第一屆/潘蓬彬總編
輯 .-- 初版 .-- 宜蘭縣 : 臺灣美術協會,
10908 .-- 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156-9-8 (平裝) NT$200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年 報 . 民 國 108 年 度 = 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 annual report
2019/王拔群總編輯 .-- 新北市 : 醫策
會, 10907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274-7-8 (平裝)
根管治療的真善美/陳志平編著 .-- 初
版 .-- 基隆市 : 璟璇企業, 10908 .-- 4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219-19 (下冊:平裝)
拿麼厲害: 原住民族主題特展手冊/
陳叔倬等撰寫 .-- 初版 .-- 臺中市 : 開
物空間文創, 10907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367-0-5 (平裝)
*借鏡地方創生-觀光遊程再設計之
行動研究: 以濱線文史生活場域為例
/黃建智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黃建智,
109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50-0 (精裝) NT$435
真臘風土記(中英對照)= Record on the
custom and land of Zhen-la/ 周 達 觀
(Zhou Da-guan)著; 陳鴻瑜(Chen Hurng
Yu)譯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279-1
(EPUB)
第三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
究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十二屆銘傳大
學國際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
坊論文集= The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linguistic/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
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17-0 (平裝) NT$500
莎士比亞叢書. 26, 考利歐雷諾斯(中
英對照)=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梁
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95-7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29, 雅典的泰蒙(中英
對照)= Timon of Athens/梁實秋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東,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0-96-4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35, 安東尼與克利歐
佩 特 拉 ( 中 英 對 照 )= Antony and
Cleopatra/梁實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0-97-1 (EPUB)
莎士比亞叢書. 37, 波里克利斯(中英
對照)= Pericles/梁實秋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東,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10-98-8 (EPUB)
組合數學與計算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第 37 屆/楊昌彪, 曾國尊, 黃國璽編
著 .-- 1 版 .-- 高雄市 : 黃國璽,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895-1
(PDF) NT$300
*郭英雄聊天室: 患者者變好友. No.1/
郭英雄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0908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3-3 (平裝) NT$600
國家圖書館故事: 館藏發展及整理/
宋建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1-4 (EPUB) NT$320
彩墨生輝東亞名家彩墨書畫聯展. 二
0 二 0 年: 東亞名家書畫集. 第六輯/
王美美策劃主編 .-- 桃園市 : 東亞藝
術研究會, 10907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853-3-5 (平裝)
笙聲不息: 山東流派演奏藝術/牟楠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仙靖貿易,
10908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1027-5-0 (平裝) NT$450
量 子 電 腦 與 量 子 計 算 : IBM Q
Experience 實作/張元翔著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71-7 (PDF)
NT$580
創 生 / 沃 爾 夫 (Gita Wolf) 文 ; 蕭 姆
(Bhajju Shyam)圖; 彭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9 .-- 32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23 (精裝) NT$1000
鄉村作家的話: 上帝也說本地話 祂
也 關 心 部 落 = Misapodan ni To'as a
Sasowalen/星.歐拉姆(Sing 'Olam)作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83-1-7 (平
裝) NT$300
最後一刻。此刻/陳淑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07 .- 1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36-8-4 (平裝) NT$250
華理克查經法: 幫助你享受讀經的 12
種方法/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傅湘
雯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05-1 (PDF)
超強記憶= 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remembering
everything/喬許.弗爾(Joshua Foer)著;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81-5 (PDF) NT$380
超越 500 年的影響力: 馬丁路德今天
仍舊說話/撒拉.威爾森(Sarah Hinlicky
Wilson)作; 廖元威, 魏玉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0-306-8 (PDF)
費華中提琴練習曲(大譜版). 中下=
Wohlfahrt 60 etudes op.45 for the viola/
張家禎編訂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
樂譜, 10907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54-55-6 (平裝)
愛丁堡學派在台灣/黃之棟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281-5-1 (PDF)
奧地利瑞士自由旅行= An easy trip on
Austria & Switzerland/楊春龍文字.攝
影 .-- 第五版 .-- 新北市 : 采晴出版工
作室,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02-1-7 (平裝) NT$398
經典常談/朱自清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7-2 (EPUB)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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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修談親密: 學習信任自己與他人=
Intimacy: trusting oneself and the other/
奧修(Osho)著; 陳明堯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6-0-6 (平
裝) NT$340
奧修談覺察: 品嘗自在合一的佛性滋
味 = Awareness: the key to living in
balance/奧修(Osho)著; 黃瓊瑩(Sushma)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6-1-3 (平裝) NT$360
源 場 三 部 曲 / 大 衛 . 威 爾 科 克 (David
Wilcock)作; 隋芃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01-35-1 ( 全 套 : 平 裝 )
NT$1540
跟著阿才學 Python: 從基礎到網路爬
蟲應用/蔡文龍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2-568-7 (PDF) NT$450
楊鼎献創作集. 2010-2020/楊鼎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菓森林創作藝術,
109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716-3-5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90716-4-2 (精裝) NT$800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實務案例增
訂版)/林瑞珠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074-9 (PDF) NT$450
漫談十二生肖/張一民編著 .-- 新北
市 : 張一民,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55-5 (平裝)
慢讀戴建業套書/戴建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 10908 .-- 冊 .-ISBN 978-986-493-120-0 (全套:平裝)
NT$1260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八編/
陳俊安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花木
蘭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8-197-0 (全套:精裝) NT$40000
罵人何必帶髒字全集/文彥博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8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3-0 (平裝) NT$380
劉永福之清國人意識、臺灣人意識
與臺灣民族主義思想/伊藤幹彦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8-3 (平
裝) NT$250

數 位 轉 型 化 育 者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資
策會, 10907 .-- 21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1-2 (平裝) NT$360
樂花流水: 東方 Project 水中花火作品
集/ZUN 原作; 水中花火漫畫; 霖之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990-1 (平裝)
*暫訂佛規/天然古佛作 .-- 初版 .-- 南
投縣 : 光慧文化, 10907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768-81-2 (平裝)
NT$30
稻浪嘉南平原: 拙耕園瑣記系列. 肆/
陳添壽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41-0 (EPUB) NT$200
德國鐵道自由旅行= Railpass trip on
Deutschland/楊春龍文字.攝影 .-- 第六
版 .-- 新 北 市 : 采 晴 出 版 工 作 室 ,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02-2-4 (平裝) NT$398
標 準 泰 國 語 : 中 級 會 話 =
ภาษาไทยมาตรฐาน/ 李 錫 強 編 著 . 主
講 .-- 第 三 版 .-- 臺 北 市 : 敦 煌 ,
10908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907-9 (平裝附光碟片)
衛道齋書會師生書畫創作展專輯/黃
伯平等著作 .-- 臺北市 : 衛道齋書會,
10907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838-5-9 (精裝) NT$2000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
Excel 必學圖表: 大數據時代必備的
圖表視覺分析術!/鄧文淵總監製; 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2-581-6 (PDF) NT$320
職場法律之建構式教學與實踐/張秋
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1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57-3 (平裝)
麗莎的一甲子/麗莎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吳昭華, 109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29-6 (平裝)
繪畫新理論: 腦視覺技法/張舜德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張舜德,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873-9 (PDF)
麵包狗: 住在麵包屋的小狗狗
/kodama 文.圖; 高雅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0909 .-- 1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5-3 (平
裝) NT$300
魔 獸 世 界 視 覺 美 術 設 定 集 /Blizzard
Entertainment 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0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50-9 (第 1 冊:平
裝)
歡迎光臨!楊比比的數位後製暗房
Photoshop+Camera Raw 編修私房密技
200+/楊比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74-8 (PDF) NT$390

辦公室的叢林野獸法則/戴歡編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德 威 國 際 文 化 ,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48-4 (PDF) NT$280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論文
集. 2020/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
理系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嶺東科
大觀光休閒系,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6181-54-2 (PDF) NT$350

貓咪老師教你整理房間,從心做
起!/Jam 作; 韓宛庭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9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64-316-4 (平裝)

魏晉思想論/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20-0 (PDF) NT$270

戰勝人性的弱點全集/公孫龍策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4-7 (平裝) NT$380

思考的祕密/傅皓政著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4-7 (PDF)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
Excel+Power BI 大數據視覺圖表設計
與分析/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69-4 (PDF) NT$360

與時間賽跑: 擺脫瞎忙的 40 個法則/
王淑俐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92-1
(EPUB)
人生十論/錢穆作 .-- 臺北市 : 東大,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20-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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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藏經講義. 第六輯/平實導師述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91-6-2 (PDF)
Delphi 跨平台資料庫程式設計火速
上手/吳宥儒(Eden Wu)著 .-- 1 版 .-- 臺
北市 : 大匠之風,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5300-2-6 (EPUB)
老眼不昏花: 銀髮族的視力保健/劉
瑞玲等作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8-6
(EPUB)
林惠蘭種子盆栽藝術/林惠蘭創作;
林暉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領飛
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77-4-2 (EPUB)
生命統計學/林開煥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25-5 (PDF)
NT$500
國文教材教法/陳品卿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23-1 (PDF)
NT$1000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
課題/孫廣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26-2 (PDF) NT$300
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 化名張振
甫、張壽山/徐堯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12-27-9 (PDF) NT$420
明代軼聞/林慧如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12-24-8 (PDF) NT$337
鄭和遺事彙編/鄭鶴聲編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29-3 (PDF)
NT$390
最早的中國大航海家: 鄭和/江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22-4
(PDF) NT$350
字學及書法/韓非木, 高雲塍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21-7 (PDF)
NT$200
松陽方言攷: 附古音鱗爪/葉夢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28-6
(PDF) NT$170

迦陵談詩/葉嘉瑩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8-5 (EPUB)
迦陵談詩. 二集/葉嘉瑩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86-0 (EPUB)
迦陵談詞/葉嘉瑩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79-2 (EPUB)
好詩共欣賞: 陶淵明、杜甫、李商隱
三家詩講錄/葉嘉瑩作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9-3 (EPUB)
新譯古文觀止/謝冰瑩等注譯 .-- 增訂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71-6 (EPUB)
水滸傳/張啟疆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7-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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