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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9 年度 / 臺
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546 (精裝) NT$120
1.專題書目 2.臺灣史 016.7332
人生路引 : 我從閱讀中練就的 28 個
基本功 / 楊斯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4-365-5 (平裝)
1.讀書法 2.成功法 019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大智慧 : 人心方向與歷史方向 / 陳振
烜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3-1 (平裝) NT$320
1.資訊理論 2.社會演化 028.01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宋代「四大書」編纂出版與流傳 /
張圍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9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6-9 (平裝) NT$420
1.類書 2.古籍 3.宋代 041.51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樹人學報. 第十七期 = Journal of Shu
Ze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vol.17,July 2020 / 黃世疇
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人醫專, 10907 .- 1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278-7-8 (平裝)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台北北區扶輪社 60 週年紀念特刊 /
宋政坤主編 .-- 臺北市 : 北市北區扶

輪社, 10908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629-3-0 (精裝)
1.國際扶輪社 2.臺灣 061.51

10910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57-01-0 (精裝)
1.哲學 2.通俗作品 100

故宮六百年 / 閻崇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冊 .-- (歷史
與現場 ; 287-288) .-- ISBN 978-957-138353-8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13-8354-5 ( 下 冊 : 平 裝 )
NT$450
1.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 2.明清史
069.82

圖解哲學思辨與邏輯應用 / 吳作樂,
吳秉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0-7 (平裝) NT$300
1.哲學人類學 101.639

承先啟後四十年 : 黃永川與國立歷
史博物館(1970-2010) / 國立歷史博物
館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史博館, 10911 .-- 32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32-121-5 ( 平 裝 )
NT$500
1.黃永川 2.國立歷史博物館 3.臺灣
傳記 069.9733

普通論叢
<<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
論文集. 第一屆 / 林朝成, 張瑞麟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0908 .-- 450 面; 26 公分 .-- (學術研究
論文集叢書 ; 1500015) .-- ISBN 978986-478-371-7 (平裝) NT$500
1.經書 2.研究考訂 3.文集 075.407
千年後再見 / 陳玉峯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愛智,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山林書院叢書 ; 33) .-- ISBN 978957-608-556-7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吃鯛魚燒遇到康德 : 哲學,原來如此
美味 / 吳秀珉著 ; 徐小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10-3 (平裝)
NT$380
1.哲學 2.通俗作品 100
給 7-11 歲孩子的哲學大哉問. 2 / 安
蘇菲.席拉爾(Anne-Sophie Chilard)文 ;
巴斯卡.勒麥特(Pascal Lemaître)圖 ;
梁若瑜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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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大辭書 / 哲學大辭書編審委員
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哲學與文
化月刊社, 10908 .-- 549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2344-2-9 (第 7 冊:精
裝) NT$1500
1.哲學 2.詞典 104
給哲學家的分手信 / 哲學新媒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VIEW ; 85) .-ISBN 978-957-13-8366-8 ( 平 裝 )
NT$300
1.哲學 2.文集 107
哲學與宗教全史 / 出口治明著 ; 黃詩
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究 竟 ,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3) .-- ISBN 978-986-137-303-4 (平裝)
NT$430
1.哲學史 2.宗教史 109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論叢 / 林耀曾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8 .-- 4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14-324-3 (平裝)
NT$600
1.中國哲學 120
自然之道 : 天人國之道德 / 宋斌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9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8-9 (平
裝) NT$180
1.中國哲學 2.自然哲學 120
管子與孔子的歷史對話 / 王京龍著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911 .-- 264
面; 23 公分 .-- (齊魯文庫 ; QH003) .-ISBN 978-986-388-131-5 ( 平 裝 )
NT$360
1.(周)孔丘 2.(周)管仲 3.學術思想 4.
中國哲學 120
止學 / 羅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0-5 (平裝) NT$400
1.中國哲學史 2.文集 120.9

人人都能讀懂易經 / 吳豐隆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1 .-- 44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16-776-1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的生命關懷. 坤宮篇 / 鄭志
明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文 津 ,
10909 .-- 3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39-081-7 (平裝) NT$52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经典沙龙 : 每天读一点易经和道德
经 / 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寒
亭書社,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 正
體題名:經典沙龍：每天讀一點易經
和道德經 .-- ISBN 978-986-99443-1-1
(平裝) NT$450
1.易經 2.道德經 3.研究考訂 121.17
看似平凡卻非凡 : 當易經遇上佛學 /
張有恆編著 .-- 臺南市 : 南市至善教
育基金會,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7645-3-7 ( 上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86-97645-4-4 (下冊:精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洛書心法合纂直講 / 不二先生著 ;
陳如麟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
麟, 10908 .-- 冊 .-- (四川唐門叢書 ;
3) .-- ISBN 978-957-43-7935-4 (全套:平
裝) NT$20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
注 = An annotated anthology of the
Yijing commentaries by the early Qing
Jesuit Joachim Bouvet / 黎子鵬編注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基督宗教與東亞研究叢書 ; 4) .-ISBN 978-986-350-410-8 ( 平 裝 )
NT$600
1.白晉(Bouvet, Joachim, 1656-1730) 2.
易經 3.學術思想 4.研究考訂
121.17
經典沙龍 : 每天讀一點易經和道德
經 / 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寒
亭書社,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443-0-4 ( 平 裝 )
NT$450
1.易經 2.道德經 3.研究考訂 121.17
解讀易經的奧祕. 卷十, 還自然一個
公道 / 曾仕強, 劉君政著述 ; 陳祈廷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曾仕強文化
出版 : 曾仕強教授辦公室發行,

10908 .-- 168 面; 20X19 公分 .-- ISBN
978-986-98758-0-6 (平裝) NT$4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讀易散記上經 / 徐醒民撰 .-- 臺中市 :
明倫月刊, 10909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856-4-4 (第 2 冊:平
裝)
1.易經 2.易學 3.研究考訂 121.17
一本書讀懂四書五經故事 / 清寧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39) .- ISBN 978-986-392-325-1 ( 平 裝 )
NT$399
1.四書 2.五經 3.通俗作品 121.21
論古禮 語故事 / 文已仁編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紀 乃 仁 , 紀 乃 文 ,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河洛漢文
解讀版本 .-- ISBN 978-957-43-7925-5
(精裝) NT$800
1.論語 2.臺語 3.讀本 121.22
儒教思想改革新探 : 论语之重新解
释 / 张伟着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 10911 .-- 600 面; 23 公分 .-(Sunny 文庫 ; 76) .-- 簡體字版; 正體
題名:儒教思想改革新探: 論語之重
新解釋 .-- ISBN 978-986-5541-14-9 (平
裝) NT$75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當代新道家 / 賴錫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7-5 ( 平 裝 )
NT$400
1.道家 2.老莊哲學 121.3
老子成聖的祕密 : 三成道 / 林文聰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林 文 聰 ,
10908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1-5 (平裝)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人生困惑問莊子. 第一部 / 傅佩榮
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傅佩榮作
品集 ; 20) .-- ISBN 978-986-450-312-4
(平裝) NT$300
1.(周)莊周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21.33
人生困惑問莊子. 第二部 : 工作的藝
術及其他 / 傅佩榮著 .-- 增訂一版 .-臺北市 : 九歌, 10910 .-- 200 面; 21 公
分 .-- (傅佩榮作品集 ; 21) .-- ISBN
978-986-450-313-1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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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莊周 2.學術思想 3.人生哲學
121.33
莊子思想散步 / 陳鼓應著 .-- 初版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284-5 (平裝) NT$320
1.(周)莊周 2.莊子 3.學術思想 4.人生
哲學 121.33
毓老師講<<莊子>> / 愛新覺羅毓鋆
講述 ; 陳明德, 沙平頤, 劉昊筆錄整
理 .-- 初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 ; 臺
北市 : 三民發行, 10909 .-- 冊 .-- (奉元
講義 ; 5) .-- ISBN 978-986-98899-2-6
(全套:平裝) NT$680
1.(周)莊周 2.莊子 3.學術思想 4.人生
哲學 121.33
莊子諵譁 / 南懷瑾講述 .-- 臺灣二
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9 .-- 冊 .-ISBN 978-986-6059-40-7 (全套:平裝)
NT$960
1.莊子 2.注釋 121.331
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 / 賴錫三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12 (平裝) NT$400
1.莊子 2.研究考訂 3.老莊哲學
121.337
道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 / 賴錫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8-2 (平裝) NT$400
1.莊子 2.研究考訂 3.老莊哲學
121.337
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 賴錫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9-9 (平
裝) NT$400
1.莊子 2.研究考訂 3.老莊哲學
121.337
墨子 : 讓庶民再次偉大,不公義的時
代,正是時候讀墨子。 / 墨子編撰 ; 東
籬子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
化, 10909 .-- 430 面; 23 公分 .-- (風華
系列 ; 13) .-- ISBN 978-986-98874-8-9
(平裝) NT$380
1.墨子 2.注釋 121.411
公孫龍與公孫龍子 / 何啓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8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336 (平裝) NT$480

1.(周)公孫龍 2.公孫龍子 3.學術思想
4.先秦哲學 121.54
漢代思想與思想家 / 陳麗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1-4 (平
裝) NT$400
1.秦漢哲學 2.學術思想 3.漢代 122
王陽明的心學與教育 / 陳正雄著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8 .-- 226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32) .- ISBN 978-986-314-524-0 ( 平 裝 )
NT$32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當一片落葉飄下時 : 王陽明「心外
無物」的思想探賾 / 張雅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8 .-- 37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 學術
思想叢刊 ; 701021) .-- ISBN 978-986478-370-0 (平裝) NT$52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中國意識的危機 : 五四時期激烈的
反傳統主義 / 林毓生著 ; 楊貞德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310 面; 21 公分 .-- (林毓生作品集) .-ISBN 978-957-08-5600-2 (精裝)
1.中國哲學 2.五四運動 128
新唯識論 / 熊十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552 面; 21 公分 .-(大家講堂 ; 9) .-- ISBN 978-986-522208-6 (平裝) NT$580
1.熊十力 2.學術思想 3.現代哲學 4.
唯識 128.6

東方哲學
瑜伽經白話講解. 獨存篇 / 斯瓦米韋
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著 ; 石
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0 .-- 240
面; 22 公分 .-- (觀自在 ; BA1045) .-ISBN 978-986-5401-40-5 ( 平 裝 )
NT$420
1.瑜伽 137.84

西洋哲學
哲學很有事 : 二十世紀 / Cibala 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Think) .-- ISBN 978957-14-6912-6 (平裝)
1.西洋哲學史 2.近代哲學 3.通俗作
品 143.2
黑格爾新釋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egel / 劉創馥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臺大哲學
叢書 ; 10) .-- ISBN 978-986-350-409-2
(平裝) NT$420
1.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2.學術思想 3.哲
學 147.51
尼采到底有多後現代? / 李晏佐著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0910 .-310 面; 21 公分 .-- (Uni ; 28) .-- ISBN
978-986-98084-7-7 (平裝) NT$350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66

邏輯學
邏輯思考 : 診斷、案例、剖析 / 侯建
國, 謝名娟, 陶亦宣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陸, 10908 .-- 4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888-9-9 ( 平 裝 )
NT$480
1.邏輯 150

形上學；玄學
知識的癲狂 : 不相信真理的年代,求
知的欲望如何為心智帶來不可磨滅
的影響? / 史蒂芬.康纳(Steven Connor)
著 ; 劉維人, 楊元傑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086) .-- ISBN
978-957-13-8368-2 (平裝) NT$450
1.知識論 161
論真實 : 為何在乎真假這麼重要? /
哈里.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作 ;
唐澄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遠足文化, 10910 .-- 128 面; 19 公
分 .-- (Alpha ; 47) .-- ISBN 978-9865524-27-2 (精裝) NT$280
1.知識論 161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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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心理學家 : 我們該如何思考、
為何思考、在思考什麼? / 安.魯尼
(Anne Rooney)著 ; 張瑋譯 .-- 初版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304 面; 21 公
分 .-- (勁草生活 ; 471) .-- ISBN 978986-5529-45-1 (平裝) NT$35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新編心理學概要 / 林俊德等編著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0-9 (平裝) NT$380
1.心理學 170
簡單心理學 : 職業倦怠、社交障礙、
難忘舊愛......你心態崩壞了嗎? / 李麗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455-3 (平裝) NT$360
1.心理學 170
墨菲定律 : 為什麼會出錯的事情總
會出錯? / 陳立之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
分 .-- (心學堂 ; 5) .-- ISBN 978-986392-330-5 (平裝) NT$300
1.心理學 170.1
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 / 卡爾. 榮格
(Carl G. Jung)著 ; 韓翔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898-0 (平裝)
NT$320
1.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心理學 3.宗教 170.181
主體、心靈、與自我的重構 = The
subject, mind, and self-reconstitution / 黃
應貴等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7-0-1 (平裝) NT$500
1.心理學 2.新自由主義 3.文集
170.7
大腦修復術 : 你的大腦病了嗎?一本
書讀懂憂鬱症、焦慮症、社交恐懼
症等,平衡生活壓力、提升工作表現
的實戰指南,輕鬆應對學習、工作和
生活中的煩心事 / 姚乃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15-0 (平裝)
NT$380
1.生理心理學 2.腦部 172.1
長大就會變好嗎 : 突破 25 種心靈困
境 / Know youself 主創們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 ; 26) .-- ISBN 978957-9054-71-3 (平裝) NT$340
1.青少年心理 173.2
圖解女性心理學 : 女人不說、男人
不懂的事,心理學家教你從行為、習
慣與性格讀懂女性的真實想法! / 齊
藤勇監修 ; 林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01-7 (平裝)
NT$350
1.女性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1
洋蔥式閱讀!當代關鍵議題系列 : 男
子氣概是否有害? / 馬修.泰勒
(Matthew Taylor), 安 德 魯 . 史 麥 勒
(Andrew Smiler)著 ; 田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144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120) .-- ISBN
978-986-235-865-8 (平裝) NT$320
1.男性氣概 2.成人心理學 3.性別差
異 173.32
魚乾女變身手札 : 不要覺得多喝汽
水就會有氣質 / 章含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8-5 (平裝) NT$350
1.氣質 2.生活指導 173.73
我為什麼是我? : 探討原生家庭對個
性的影響 / 高偉雄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橄欖出版 : 華宣發行, 10909 .-350 面; 21 公分 .-- (心靈醫治叢書 ;
39) .-- ISBN 978-957-556-888-7 (平裝)
1.人格心理學 2.家庭關係 173.75
看漫畫,秒懂 MBTI 16 型人格! / 梁鋒,
胡淩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 (Fun 系
列 ; 74) .-- ISBN 978-957-13-8351-4 (平
裝) NT$360
1.人格心理學 2.通俗作品 3.漫畫
173.75
隱藏的人格面具 : 「心靈整合之父」
榮格帶你揭開人們內心的衝突,揭祕
完美主義、討好型人格、焦慮、抑
鬱等心理狀態的真正成因 / 黃國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64-4 (平裝) NT$340
1.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人格心理學 173.75

催眠和你想的不一樣 / 唐道德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897-3 (平
裝) NT$380
1.催眠術 2.催眠療法 175.8
靈的世界 : 多重神秘現象的揭露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0910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10-0 (平裝)
NT$260
1.心靈感應 2.心靈學 175.9
靈機神算漫談. 上, 揭開萬年的靈魂
秘密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10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094 (平裝) NT$260
1.心靈學 2.心靈感應 175.9
靈機神算漫談. 下, 親身經歷的靈魂
之奇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10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117 (平裝) NT$260
1.心靈學 2.心靈感應 175.9
超能力者大百科 / 小崎雄著 ; 游念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西北國際文化,
10909 .-- 2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72-2-9 (平裝)
1.特異功能 2.心靈感應 175.94
觀察的藝術 : 在日常生活中開發想
像力的 131 個練習 / 羅伯.沃克(Rob
Walker)著 ;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909 .-- 240 面; 19 公
分 .-- (smile ; 168) .-- ISBN 978-9865549-02-2 (平裝) NT$360
1.注意力 2.生活指導 176.32
用藝術力突破商業瓶頸 / 增村岳史
作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
藏藝術家庭,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57-71-4 (平裝)
NT$380
1.創造性思考 2.藝術 3.商業管理
176.4
不用數字的研究 : 質性研究的思辯
脈絡 / 蕭瑞麟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1-2 (平裝) NT$550
1.思考 2.質性研究 176.4031
孤獨,是一種能力 / 安東尼.史脫爾
(Anthony Storr)著 ; 張嚶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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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文化發行, 10910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03-1 (平裝)
NT$420
1.孤獨感 2.情緒理論 3.人際關係
176.5
獨處七日 : 找回被剝奪的心靈資源,
全新思考、理解自己、靠近他人 /
麥克.哈里斯(Michael Harris)著 ; 朱明
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5-25-6 (平裝)
NT$400
1.孤獨感 2.生活指導 176.52
從迷茫到清晰 : 認識你自己 : 如何化
焦慮為滋養?找到真實自我的強大力
量?頂級心理學家人生開悟大智慧,
告訴你焦慮是因無法和自己在一起 /
林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sue ;
24) .-- ISBN 978-986-99469-0-2 (平裝)
NT$280
1.焦慮 2.心理治療 3.生活指導 4.自
我實現 176.527
給不小心就會太焦慮的你 : 摘下
「窮忙濾鏡」X 擺脫「不安迴圈」,
找回自己的人生 / 水島廣子著 ; 楊詠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
光 ; 36) .-- ISBN 978-986-248-918-5 (平
裝) NT$300
1.焦慮 2.心理治療 3.生活指導 4.自
我實現 176.527
世界太累,更要放輕鬆 : 給在職場精
疲力盡的你,HSP 專門諮商師的 42 則
放鬆處方 / 武田友紀作 ; 呂盈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13) .-- ISBN
978-957-658-421-3 (平裝) NT$360
1.緊張 2.抗壓 3.生活指導 176.54
發揮緊張優勢,讓你更喜歡自己 : 提
高集中力及專注力,精神科名醫的 33
個掌控緊張的練習 / 樺澤紫苑著 ; 魏
秀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304 面; 21 公分 .-- (beautiful life ; 73) .- ISBN 978-986-477-906-2 ( 平 裝 )
NT$360
1.緊張 2.情緒管理 176.54
用肩膀以下學習而非大腦 : 從「聽
說」到「實做」,運用身體吸收知識、
儲存記憶,讓你比動腦更有生產力 /

賽門.羅伯斯(Simon Roberts)著 ; 謝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Think ;
206) .-- ISBN 978-986-5548-09-4 (平裝)
NT$340
1.行為心理學 2.記憶 3.學習 176.8
看穿他人讀心術 : 人心是能夠被
「閱讀」的 / 李成霖編著 .-- 一版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社會大學 ; 36) .-- ISBN
978-986-411-124-4 (平裝) NT$270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3.讀心術
176.8
許烺光的大規模文明社會比較理論
研究 / 游國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 10909 .-- 266 面; 22 公分 .-- (許
烺光研究論叢 ; 3) .-- ISBN 978-957638-938-2 (精裝) NT$500
1.人類行為 2.心理人類學 3.文化人
類學 176.8
生活中的心理學 / 夏林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5-5 (平
裝)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3.成功法
177
厚黑學 : 最受歡迎的思維 / 方東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9-7-0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厚黑學人性的定律 / 桑名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30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厚黑學人性的法則 / 桑名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47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你都沒在聽 : 交談愈來愈容易,人卻
更孤立?瞭解聆聽行為的真相,找回
真正的傾聽能力 / 凱特. 墨菲(Kate
Murphy)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910 .-- 270 面; 20 公
分 .-- (smile ; 170) .-- ISBN 978-9865549-11-4 (平裝) NT$360
1.傾聽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77.1

拒絕人還能為自己的印象加分的方
法 / 津田卓也作 ; 高佩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Think ; 208) .-- ISBN 978986-5548-12-4 (平裝) NT$340
1.溝通技巧 2.人際關係 3.說話藝術
177.1
C30 登機門的心靈旅程 : 改變一生的
六場邂逅 / 馬修.莫克理奇(Matthew
Mockridge)著 ; 張蒓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3-729-6 ( 平 裝 )
NT$300
1.自我實現 2.通俗作品 177.2
一場關於積極的練習 : 一生必讀經
典<<羊皮卷>>,鼓舞上萬人的心靈饗
宴 / 奧格.曼狄諾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34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1-3 (平裝) NT$4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人生教會我的是...... : 生命教練黑幼
龍好想與你分享,那些稍縱即逝的人
生關鍵時刻 / 黑幼龍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74) .-- ISBN
978-986-398-599-0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自我肯定 3.生活指導
177.2
人性的弱點. III / 戴爾.卡耐基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11 .-33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9-8-7 (平裝)
1.成功法 2.人際關係 177.2

ISBN 978-986-5519-18-6 ( 精 裝 )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別人的眼光沒資格打敗你! : 與其讓
別人看好,不如自己活得好看 / J 小姐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心理勵志) .-- ISBN 978-98699313-4-2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人生哲學 177.2
我走了很遠的路,才來到你的面前 /
小馬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7-4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明治時代的聖書 : 自己拯救自己 / 塞
謬爾.斯邁爾斯作 ; 靜濤編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成功講座 ; 364) .-ISBN 978-986-392-328-2 ( 平 裝 )
NT$250
1.生活指導 2.成功法 177.2
爸媽不瞎忙 : 凱若的幸福家庭行事
曆 / 凱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10908 .-- 288 面; 21 公
分 .-- (教育教養 ; BEP060) .-- ISBN
978-986-5535-57-5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刻意學,一年頂 10 年 / 孫瑞希著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8-13-1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小熊維尼的幸福魔法書. 3 : 愛是寬廣
的雙向道 / 小熊維尼, 星雲大師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素人創意,
10908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975-0-1 (平裝) NT$399
1.生活指導 2.幸福 177.2

為什麼有錢人先吃最喜歡的菜? : 55
條思考法則,換一顆有錢人的「投資
腦」 / 世野一成作 ; 吳偉華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BIG ; 338) .-- ISBN 978957-13-8330-9 (平裝) NT$330
1.成功法 2.理財 3.投資 177.2

內疚清理練習 : 寫給總是過度苛責
自己的你 / 伊麗絲.桑德(Ilse Sand)著 ;
黃怡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910 .-- 204 面; 21 公分 .-- (心理 ;
60) .-- ISBN 978-986-137-304-1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愧疚感
177.2

洞見趨勢 : 察覺別人忽略的細節,搶
得先機,贏向未來 / 羅希特.巴加瓦
(Rohit Bhargava)作 ; 孟令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7-2 (平
裝) NT$380
1.成功法 177.2

成功的原則 / 瑞.達利歐(Ray Dalio)著 ;
諶悠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0909 .-- 160 面; 25 公分 .-9

粉紅色水桶思考法 / 東尼.伯格斯
(Tony Burgess), 茱 莉 . 法 蘭 屈 (Julie
French)著 ;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田,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1) .-- ISBN 978-986-179603-1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思考 177.2
從 Zero 到 Hero 的致富筆記 / 榴槤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65-1-5 (平裝) NT$260
1.成功法 2.財富 177.2
做夢的勇氣 / 門田英司著 .-- 初版 .-臺北市 : 沐光文化,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8-9-5 (平
裝) NT$33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4.
音樂 177.2
善待自己,即便你不完美 : 拋開習慣
性自責的思維,從 10 張探索地圖中自
我覺察、無痛改變,活成自己喜歡的
模樣 / 莎魯.艾札迪(Shahroo Izadi)著 ;
王念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点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941-0-4 (平
裝) NT$330
1.自我實現 2.習慣 177.2
腦力全開 / 吉姆.奎克(Jim Kwik)著 ;
李芳齡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
版, 遠足文化,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財經商管 ; Biz009) .-- ISBN 978986-98842-5-9 (平裝) NT$4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學習方法
177.2
羨慕是一種高利貸 : 建立信心 x 逃離
自卑 x 告別壞習慣 / 林庭峰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6-8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僧人心態 : 從道場到職場,訓練你的
心,過著平靜而有目標的每一天 / 傑.
謝帝(Jay Shetty)作 ; 周家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80) .-- ISBN
978-986-175-567-0 (平裝) NT$4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佛教修持
177.2
與成功有約 :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
慣 /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
西恩. 柯維(Sean Covey)著 ; 顧淑馨
譯 .-- 第十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10 .-- 528 面; 21 公分 .-- (心理
勵志 ; BBP449) .-- ISBN 978-986-553566-7 (平裝) NT$600

1.成功法

177.2

精準努力,我不想死於一事無成 : 二
十代 CEO 的低端人生逆襲課,教你翻
轉思維、啟動積極競爭力、高效執
行! / 劉媛媛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2-0 (平裝) NT$39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不敢當壞人,永遠被當濫好人 : 遠離
道德騷擾、退貨走偏的人際關係,拒
絕當自己的加害者 / Joe 作 ; 楊玉鳳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0 .-192 面; 21 公分 .-- (銷售顧問金典 ;
109) .-- ISBN 978-986-5408-32-9 (平裝)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熱愛可抵歲月漫長,它是疲憊生活的
英雄夢想 / 老楊的貓頭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31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看人的本事 : 說話前先讀懂對方想
聽什麼,建立好關係 / 盧文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87) .-ISBN 978-986-136-559-6 (平裝)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 : 學會了,就
能突破內在盲點,達成人生目標 / 陳
茂雄, 林文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 ; 73) .-- ISBN 978-986-398600-3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情緒管理 177.2

當年那些加害者們 / Creal(씨리얼)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84-4532 (平裝)
1.心理創傷 2.心理輔導 3.校園霸凌
178.3

簡單管理學 : 十八條管理核心定律,
管理新手也可以迅速升級 / 喬友乾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5-2 ( 平 裝 )
NT$320
1.成功法 2.管理理論 177.2

會談技巧與操作 / 張明永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6-0 (平
裝) NT$250
1.面談 2.臨床心理學 178.4

難以勸誡的勇氣 / 熊仁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10-9 (平裝)
NT$36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人際攻略 35 秘訣 / 胡欣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開企,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47-0-2 (平
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3
不 善社 交的內 向人 , 怎 麼打 造好 人
脈? : 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時代,不聚會、
少出門,如何與人高效連結,創造人脈
競爭力? / 竹下隆一郎著 ; 李韻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2) .-- ISBN 978-986-507-188-2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10

帶著校園霸凌記憶長大的我們 : 致

諮商實習實務 / 邱珍琬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216-1 (平裝)
NT$420
1.臨床心理學 2.諮商 178.4
諮詢的理論與實務 / 鄔佩麗, 黃兆慧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9 .-350 面; 23 公分 .-- (輔導諮商系列 ;
211) .-- ISBN 978-986-191-925-6 (平裝)
NT$400
1.諮商 178.4
Learning ACT / Jason B. Luoma, Steven
C. Hayes, Robyn D. Walser 作 ; 張本聖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張 老 師 ,
10909 .-- 550 面; 23 公分 .-- (教育輔導
系列 ; N-154) .-- ISBN 978-957-693947-1 (平裝) NT$850
1.心理治療 2.行為治療法 178.8
好關係,從好好回話開始 : 解決溝通
不順、關係衝突、存在感低的煩惱,
讓你的每句話都成為他人最溫暖的
需要 / 鄭惠信著 ;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71) .-- ISBN
978-986-507-195-0 (平裝) NT$360
1.心理治療 2.溝通技巧 178.8
找回家庭的療癒力 : 多世代家族治
療 / 茅 里 齊 奧 . 安 東 爾 菲 (Maurizio
Andolfi)著 ; 張在蓓, 楊菁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8 .- 232 面; 21 公分 .-- (Master ; 75) .-ISBN 978-986-357-188-9 ( 平 裝 )
NT$350
1.家族治療 2.心理治療 178.8

倫理學
人生真相學 : 把事情想通就是善 / 陳
明朗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7-9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艾爾文 : 在不完美的生活裡,找到完
整的自己 / 艾爾文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Mind map ; 215) .-- ISBN 978-957-658419-0 (平裝) NT$36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傻瓜哲學 : 人生很難.那是因為你不
懂裝傻 / 韓立儀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3-9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學而未志於道,不可謂之學也 / 陳火
爐等著 .-- 初版 .-- 屏東市 : 紮根教育
永續會, 無盡藏學會,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574-5-1 (平
裝)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Talk to Medicine Buddha : 與藥師佛的
對話 / 林雯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朵夏, 10910 .-- 11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4981-5-9 ( 平 裝 )
NT$6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人生煩惱相談室 : 不要讓煩惱解決
煩惱!停止擔憂、走出困境、豁然開
朗的 28 個暖心建議 / 楠戶太臣著 ;
胡慧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人生
顧問 ; 401) .-- ISBN 978-957-13-8346-0
(平裝)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92.1

必取小人 : 逆境菩薩修心大法 / 黃子
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智在心
靈 ; 64) .-- ISBN 978-986-99126-1-7 (平
裝) NT$3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1.靈修 2.生活指導

列木里亞之女 : 找回列木里亞的智
慧傳承與阿卡莎覺醒 / 莫妮卡.穆嵐
霓(Monika Muranyi), 安柏.渥夫(Amber
Wolf)著 ; 邱俊銘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一中心, 10909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7-00-3 ( 平 裝 )
NT$450
1.靈修 192.1

寫給女人的實用說話手冊 : 妳若會
說話,到處吃香 / 張麗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通識系列 ; 87) .-- ISBN
978-986-98905-4-0 (平裝) NT$300
1.口才 2.說話藝術 3.溝通技巧 4.女
性 192.32

別讓一時的情緒,成為未來的障礙 /
徐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時光薈
萃 ; 8) .-- ISBN 978-986-98716-9-3 (平
裝) NT$2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真心話暢活人生 : 一秒都不後悔的
超強生存法則 / 堀江貴文著 ; 王韶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the ONE ;
67) .-- ISBN 978-986-381-221-0 (平裝)
NT$34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真生活大自在 / 行者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中華民國真龍化境能量研究
協會,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真
龍化境-課外書籍系列) .-- ISBN 978986-99442-0-5 (精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神譯者之路 / 紀雲深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靛藍出版,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507-8-2 (平裝)
NT$320
1.靈修 2.生活指導 192.1
職涯錨定 : 在不確定時代,找到愛上
工 作 的 理 由 / 艾 德 . 夏 恩 (Edgar H.
Schein), 約翰.曼倫(John Van Maanen)
著 ; 呂亮震, 林俊宏, 謝慈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擺渡人生設計, 10908 .- 1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61-0-0 (平裝)
1.生涯規劃 192.1
靈魂覺醒 : 擺脫負面印記,找回心靈
能量 / 紀雲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9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0-34-3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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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這本書 / 江米耶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9-3 ( 平 裝 )
NT$320
1.修身 2.青少年教育 192.13

10 句,我己青春裡的鏗鏘 / 武傳玟等
作 ; 田運良主編 .-- 新北市 : 我己文
創,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我己
文叢 ; 5) .-- ISBN 978-986-97576-7-6
(平裝) NT$320
1.格言 192.8
黃石城語集 / 黃石城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70 (平裝)
1.格言 192.8
巴比倫理財聖經 / 喬治.山繆.克拉森
作 ; 黃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遠足文化, 10910 .-- 3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1-37-1 (平裝)
NT$350
1.職業倫理 2.財富 198

宗教類
佛教
生與死的超越 / 陳兵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1 .-- 48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77) .-- ISBN 978986-5541-15-6 (平裝) NT$660
1.輪迴 2.生死觀 220.124
佛光山開山 53 周年年鑑. 2019 = Fo
Guang Shan 53rd anniversary yearbook /
滿觀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
文化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9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4-1 (精裝)
1.佛光山 2.佛教團體 3.年鑑 220.58
無盡燈 : 星雲大師全集讀後 / 妙凡,
張靜之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
光文化,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0908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2-6 (精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分 .-- (大乘叢書 ; A-188) .-- ISBN 978986-99085-3-5 (平裝)
1.方等部 221.34

撞倒須彌 : 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
論文集 / 李志鴻等作 ; 釋果鏡, 廖肇
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3-0 (平裝) NT$380
1.佛教 2.文集 220.7

彌陀要解五重玄義講記 / 釋法藏講 .- 三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
10910 .-- 474 面; 21 公分 .-- (淨土教理
系列 ; P01) .-- ISBN 978-986-98732-3-9
(平裝) NT$400
1.方等部 221.34

匯宗錄 : 換一種方式講佛教哲學 / 袞
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308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
庫 ; 74) .-- ISBN 978-986-5541-08-8 (平
裝) NT$450
1.佛教哲學 2.文集 220.8

地藏經的密碼 / 唐維良著 .-- [桃園
市] : 唐維良, 10908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11-8 (平裝)
NT$100
1.方等部 221.36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 / 邱永輝作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佛光山人間佛教
研究院, 10908 .-- 360 面; 23 公分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 ; 4) .- ISBN 978-957-457-556-5 ( 平 裝 )
NT$300
1.佛教 2.印度 220.91
內典講座之研究 / 李炳南著述 .-- 臺
中市 : 中市佛教蓮社,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53-3-0 (平
裝)
1.佛經 22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
本願功德經 佛說阿彌陀經 妙法蓮華
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初版 .-- 臺南
市 : 和裕,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法 藏叢 書 ; C098-2) .-- 注音版 .-ISBN 978-986-99474-0-4 ( 精 裝 )
NT$240
1.佛經 221
阿育王經 /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
直貢法王赤列倫珠藏譯 .-- 第 1 版 .-臺北市 : 寶吉祥, 10908 .-- 367 面; 26
公 分 .-- ( 澈 贊 法 王 基 金 會 聖 光 叢
書 ) .-- 中 藏 對 照 .-- ISBN 978-98685606-8-0 (平裝) NT$480
1.佛經 221.08
登歡喜地 : 華嚴經十地品歡喜地淺
釋 / 夢參老和尚主講 ; 方廣文化編輯
部編輯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方廣
文化, 10910 .-- 5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031-0-3 (精裝) NT$580
1.華嚴部 221.2
佛說二方淨土(附:觀想念佛淺說) / 惟
全法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
大乘基金會, 10908 .-- 296 面; 21 公

地藏經說甚麼 / 四三先生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三文化, 10909 .-- 4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08-01 (平裝) NT$450
1.方等部 221.36
般若心經註解(精簡版) / 古月編著 .-初版 .-- 高雄市 : 修緣道場, 10909 .-67 面; 18 公分 .-- (修緣叢書) .-- ISBN
978-986-84359-7-1 (平裝) NT$35
1.般若部 221.4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 淨空老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藏淨宗
弘化基金會, 10910 .-- 39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512-6-1 (精裝)
1.法華部 221.51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 後秦龜茲國三
藏鳩摩羅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岡數位文化, 10908 .-- 16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794-192-3 (平裝)
1.經集部 221.732
佛當初教的是什麼 : 四部阿含經詳
解 / 呂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大眾佛
學 ; WS10902) .-- ISBN 978-957-447344-1 (平裝)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221.8
善生經 / 大願比丘講述 ; 度亮比丘尼
整理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慈蓮寺,
10909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907-5-1 (平裝)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221.8
寓言世紀夢公園 / 和裕文化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08 .-- 冊 .-(佛學淺說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57-8921-56-6 ( 全 套 : 平 裝 )
NT$300
1.本緣部 2.通俗作品 2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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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婆呼童子請問經>>三種譯本比
對暨研究 / 果濱編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0908 .-- 256 面; 26 公分 .- 全彩版 .-- ISBN 978-986-478-376-2
(精裝) NT$420
1.密教部 221.93
楞嚴要解 / 元音老人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36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65) .-- ISBN 978986-5541-12-5 (平裝) NT$500
1.楞嚴經 2.密教部 221.94
楞嚴經蠡測. 第貳冊 / 王薀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0908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61-4-0 (精裝) NT$300
1.密教部 221.94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講記 / 淨空
老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藏
淨宗弘化基金會, 10910 .-- 2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12-7-8 (精裝)
1.密教部 2.佛教修持 221.94
大悲咒的法益與功德 / 學佛雅集編
著 ; 廖欽燦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73) .-- ISBN 978-9865541-07-1 (平裝) NT$360
1.密教部 221.96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 徐醒民講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1-0 (第 1 冊:平裝)
1.大乘論 2.佛教修持 222.14
證嚴法師說給孩子聽的慈悲故事 =
Stories for children told by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 釋證嚴講述 ; 許碧
純編著 ; 蔡豫寧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03-78-9 (精裝) NT$630
224.515
淨地菩提子 : 佛光山動物之美 / 慧延
法師等著 ; 滿觀法師總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藝文叢書 ; 8051) .-ISBN 978-957-457-563-3 ( 平 裝 )
NT$420
224.517
世界之心看歐洲 / 滿謙法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910 .-- 378
面; 21 公分 .-- (人間文學 ; B074) .-ISBN 978-986-99122-2-8 (平裝)

224.519
竹本書畫集 / 李宗玉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竹本齋發行, 109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1-6 (平裝)
1.佛教美術 2.書畫 3.作品集 224.52
世界幸福頌 / 財團法人彌勒大道總
會基金會資料彙整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光, 10908 .-- 11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23-109-6 (平裝)
1.佛教音樂 224.53
異方便淨土傳燈 : 歸元鏡 / 智達法師
原著 ; 依淳法師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佛光文化, 10908 .-- 448 面; 21 公
分 .-- (藝文叢書 ; 3890) .-- ISBN 978957-457-555-8 (平裝) NT$350
1.佛教藝術 2.戲曲 3.淨土宗 224.55
大道行者 千年飛來 : 廖湘靈 / 廖湘靈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廖 湘 靈 ,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5-3 (平裝) NT$1000
1.佛教藝術 2.佛像 3.畫冊 224.6
一念心護大地 : 慈濟環保永續之愛 /
釋證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發光體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靜思人文) .-- ISBN 978986-98671-4-6 (平裝) NT$400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3.生命教
育 4.環境保護 225.4
信仰宗教之智慧與人格 : 二 0 一五年
三月八日於台灣高雄菩提院 / 陳明
安講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
員會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人乘,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
師弘法集) .-- ISBN 978-986-5705-44-2
(平裝)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修持 225.4
掌握修行重點 事半功倍 : 二 0 一六
年三月十三日於台灣高雄菩提院 /
陳明安講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
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人乘,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
師弘法集) .-- ISBN 978-986-5705-43-5
(平裝)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修持 225.4
徹悟的關鍵 : 二 00 五年十月八日於
台灣高雄菩提院 / 陳明安主講 ; 人乘
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人乘, 10908 .-- 120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師弘法集) .-ISBN 978-986-5705-45-9 (精裝)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修持

225.4

轉識成德種 : 二 00 七年五月廿四日
於台灣台南 / 陳明安主講 ; 人乘佛教
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臺南市 : 人乘, 10909 .-- 120 面; 21 公
分 .-- (陳明安老師弘法集) .-- ISBN
978-986-5705-46-6 (精裝)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修持 225.4
佛法修證心要問答集 / 元音老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168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64) .- ISBN 978-986-5541-10-1 ( 平 裝 )
NT$250
1.佛教修持 225.7

市 : 明倫月刊, 10909 .-- 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856-5-1 (平裝)
1.法相宗 2.注釋 226.22
三時繫念佛事 / 中峯國師[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10 .-- 160 面;
15 公分 .-- (法藏叢書 ; C268-1) .-ISBN 978-986-99474-1-1 ( 活 頁 裝 )
NT$100
1.淨土宗 2.佛教儀注 226.54
拈花微笑 : 中國禪宗 / 張家麟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
會, 10909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43-1-9 (平裝)
1.禪宗 2.文集 3.中國 226.607

法界新秘藏.究竟要言. 第一輯 = The
new mystic treasure of Dharmadhātu /
洪啟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佛文
化, 109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930-4-6 (精裝) NT$220
1.佛教修持 225.7

六祖壇經 / 密智大阿闍黎講述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徹 聖 文 化 基 金 會 ,
10909 .-- 496 面; 21 公分 .-- (尊榮人生
系列 ; 第 5 號 -) .-- ISBN 978-98697829-3-7 (第 1 冊:精裝)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從比較的觀點看念住的實修方法 /
無著比丘(Bhikkhu Anālayo)著 ; 釋心
承, 劉雅詩, 呂文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0910 .-- 3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98-865-4 (平裝)
1.佛教修持 225.7

只是平常心 : 讓敏感的你不再傷痕
累累的 41 條禪練習 / 枡野俊明作 ;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富,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風向 ;
110) .-- ISBN 978-986-99133-3-1 (平裝)
NT$35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聖嚴法師教禪坐 / 聖嚴法師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61 (平裝)
1.佛教修持 2.禪定 3.靜坐 225.72
大手印淺釋 / 元音老人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63) .-- ISBN
978-986-5541-11-8 (平裝) NT$360
1.佛教修持 225.75
中有教授聽聞解脫密法釋要 / 蓮花
生大士著 ; 孫景風譯 ; 元音老人評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
庫 ; 66) .-- ISBN 978-986-5541-13-2 (平
裝) NT$320
1.佛教修持 2.生死觀 225.75
禪悅簡介 / 大願比丘原著 ; 度聖比丘
尼講述.整理 .-- 初版 .-- 臺南市 : 慈蓮
寺, 10909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6907-4-4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八識規矩頌講述筆記 / 泡居士(雪廬
老人)講述 ; 周家麟記 .-- 初版 .--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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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禪小記. 二 / 普力宏法師講 ; 宏士
居士記 .-- 臺北市 : 普力宏文教基金
會, 10909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91-2-2 (平裝)
1.禪宗 226.65
論宋元五山官寺對禪宗東傳日本的
影響 / 藍日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典範集成. 宗教 ; 7) .-- ISBN 978-95717-2317-4 (精裝)
1.禪宗 2.佛教史 3.寺院 4.中國 5.日本
226.68
禪宗六祖求法事蹟考 / 金榮華著 .-三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中文系,
10909 .-- 1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644-6-5 (平裝) NT$300
1.(唐)釋惠能 2.六祖壇經 3.佛教傳記
226.69
法然選輯 / 釋性一翻譯 .-- 初版 .-- 桃
園市 : 釋性一, 10909 .-- 53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51-4 (精裝)
1.淨土宗 2.佛教說法 3.日本
226.855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 文白並列本.
III / 創價學會原著 ; 台灣創價學會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
會, 10911 .-- 8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66-57-5 (精裝) NT$750
1.佛教說法 2.佛教信仰錄 226.875
非常歡喜 / 吉噶康楚仁波切(Dzigar
Kongtrul Rinpoche)作 ; 瑪西亞.賓德.
史密特(Marcia Binder Schmidt)彙編 ;
呂旻芯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
文化, 10910 .-- 260 面; 22 公分 .-- (禪
修指引 ; 29) .-- ISBN 978-986-98800-53 (平裝) NT$38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剎那成佛口訣一三句擊要 / 堪祖蘇
南給稱仁波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84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 JB0144) .-- ISBN
978-986-99011-6-1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祕密瑜伽士的日常 : 國寶級西藏瑜
伽士讓你照見最純善、最強大的心
性 / 多傑仁卿喇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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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7-907-9 (平裝) NT$36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圓照寺.諦願寺志 = Yuen Chao Temple
Di Yuan Temple / 黃文樹主編 .-- 高雄
市 : 九華圖書出版 : 金倫佛學教育學
院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3822-8-1 (全套:精裝) NT$1800
1.寺院 2.歷史 3.高雄市 227.33/133
八大菩薩傳 : 寶珠鬘 / 米滂仁波切著 ;
索達吉堪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67-68-9 (平裝) NT$600
1.菩薩 2.佛教傳記 3.佛教修持
229.2
慧遠大師 : 漢傳淨土宗初祖 / 釋大參
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9 .-4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8-7-0 (精裝) NT$380
1.(晉)釋慧遠 2.佛教傳記 3.淨土宗
229.33
最澄大師 : 日本天台宗初祖 / 大久保
良峻編撰 ; 胡建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金會,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5-6 (精裝) NT$380
1.釋最澄 2.佛教傳記 3.日本 229.43
人間有約 : 雲公老禪師圓寂十週年
紀念專輯 / 釋若知主編 .-- 臺南市 : 千
佛山佛教基金會, 10911 .-- 6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488-2-8 (精裝)
1.釋白雲 2.佛教傳記 229.63
老老實實的僧人本色 : 淨海長老傳
記 / 淨海長老傳記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0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4-7 (平裝) NT$300
1.釋淨海 2.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呂祖本傳 / 張寶樂, 吳宗明資料編
整 .-- 臺北市 : 中華道教純陽祖師協
會, 10908 .-- 64 面; 15 公分 .-- 原文大
字本 .-- ISBN 978-986-99388-0-8 (平裝)
NT$50
1.道教修鍊 235

基督教
經濟倫理、企業倫理與使命管理 :
以天主教社會訓導為中心 / 林湘義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909 .-- 274 面; 21 公分 .-- (輔仁大學
研 究 叢 書 ; 226) .-- ISBN 978-9578843-58-5 (精裝)
1.宗教倫理 2.天主教 240.16
細讀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 / 盧
俊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福,
10909 .-- 2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762-72-8 (精裝) NT$200
1.約拿書 2.彌迦書 3.那鴻書 4.注釋
241.492
馬太、馬可、路加福音為什麼如此
相似? : 共觀福音問題及其解決方案
= Why are Gospel of Matthew,Mark and
Luke so similar? : the proposed solutions
to the synoptic problem / 王學晟作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10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131-60-8 (平裝)
1.福音書 2.聖經研究 241.61
台 南 SIRAYA 語 約 翰 福 音 註 解 /
Daniel Gravius 原著 ; 陳炳宏(Bien-horn
Chen)註解 .-- 初版 .-- 臺北市 : 陳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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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4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6-0 (平裝) NT$700
1.約翰福音 2.注釋 3.西拉雅語
241.65
約翰福音 = John / 約翰著 .-- 初版 .-臺北市 : 信仰曆,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59-1-5 (平裝)
NT$599
1.約翰福音 241.65
信望愛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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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152 面; 21 公
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29) .-- ISBN
978-986-99021-4-4 (平裝) NT$120
1.帖撒羅尼迦前書 2.帖撒羅尼迦後
書 3.基督教 4.教牧學 241.77
神學教室 : 台南神學院 16 堂課 / 王
崇堯作 .-- 臺南市 : 南神, 10909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64-38 (平裝) NT$400
1.神學 242
終末之日 : 靈媒蘇菲亞.布朗關於世
界與未來的百年預言 / 蘇菲亞.布朗
(Sylvia Browne)作 ; 寒山譯 .-- 初版 .-臺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命理開運 ; 84) .-- ISBN
978-986-5543-05-1 (平裝) NT$399
1.世界末日 2.預言 242.6
主 日 感 恩 祭 典 : 丙 年 = Hiesi to
Amopepe H'OE'EA To MISA :
AUSVUTA TITHA / 溫安東, 嘉義教
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聞道, 10910 .-- 472 面; 30 公分 .-鄒語試用本 .-- ISBN 978-986-98849-69 (平裝)
1.天主教 2.禮儀 244.2
全家讀經 10 分鐘 / 考柏夫婦(David &
Heather Kopp)著 ; 莊源俊, 王曉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0-8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扭轉一切的禱告 / 史多美.奧瑪森
(Stormie Omartian)著 ; 黃美瑟, 蕭暇麗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909 .-336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書 ; EP0691) .-- ISBN 978-957-9209-59-5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說阿門之前 : 擺脫禱告倦怠,發現簡
單禱告的大能 / 陸可鐸(Max Lucado)

著 ;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格
子外面文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
分 .-- (信仰講堂 ; 7) .-- ISBN 978-98698851-4-0 (平裝) NT$280
1.基督徒 2.祈禱 244.3
禱告第一課 / 安東尼.布倫(Anthony
Bloom)作 ; 徐成德, 應仁祥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15 (平裝)
1.基督徒 2.祈禱 244.3
詠唱的祈禱 : 從歌本出版初探天主
教 聖 樂 在 中 國 的 早 期 發 展 = Sung
prayers : sket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tholic music before Vatican II
/ 洪力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
出版社, 10908 .-- 277 面; 23 公分 .-(輔仁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 ; 11) .-ISBN 978-957-8843-57-8 ( 平 裝 )
NT$330
1.聖詠 2.宗教音樂 3.天主教 4.歷史
244.4
宇宙這麼大,你就是奇蹟 : 河馬教授
談學習、人生，以及其他 / 張文亮
口述 ; 羅吉希記錄 ; 楊麗玲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1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22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奇異的經歷 / 謝審章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84-9 (平裝)
NT$250
1.基督徒 2.信仰 3.見證 244.9
釘根本土 ê 信仰 = Tèng-kin pún-thó ê
sìn-gióng / 黃伯和原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10909 .-22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1255-7-4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1.基督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發現上帝的 A 計畫 : 在故事的錯行
中學做對事 / 杜慕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兆,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314-95-7 ( 平 裝 )
NT$280
1.基督教 2.信仰 244.93
與神連線的七把鑰匙 : 如何聽見神
的聲音,分辨祂給你的訊息 / 馬克.貝
特森(Mark Batterson)著 ; 劉卉立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Soul 系列 ; 56) .-- ISBN
978-986-99286-1-8 (平裝) NT$35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事奉兩個主? / 威廉.波拉德作 ; 林麗
冠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 10908 .-304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139-4-2 (精裝) NT$360
1.基督徒 2.職場 3.組織管理 244.98

1.雷煥章 2.天主教傳記

249.942

愛的腳蹤 : 華淑芳修女奉獻台灣 60
年 / 林保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494) .-- ISBN
978-986-5535-56-8 (平裝) NT$380
1.華淑芳 2.天主教傳記 249.952

伊斯蘭教
獅子山上的新月 : 香港華人穆斯林
社群的源流與傳承 / 霍揚揚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18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3-7 (平裝) NT$280
1.伊斯蘭教 2.歷史 3.香港特別行政
區 258.238

其他宗教

唯一的救主 耶穌 / 謝順道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順道文集 ; 15) .-- ISBN
978-986-98850-3-4 (平裝) NT$200
1.教牧學 2.基督徒 245

我們要如何成為老母的孝子、孝女 /
汪慈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光,
10908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3-110-2 (精裝)
1.民間信仰 271.9

扎根與成長 / 鄭慧兒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7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96-2 (平裝)
NT$150
1.教牧學 245.2

法身显相集 / 宋七力作 .-- 初版 .-- 台
北市 : 大日文化, 10909 .-- 451 面; 30
公分 .-- 正體 題名 : 法身 顯 相集 .-ISBN 978-986-99490-0-2 (精裝)
1.民間信仰 271.9

靈魂的牧者 : 在紛亂的世代中,重新
找回牧養的使命與呼召 / 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著 ; 汪瑩瑩, 應仁
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3-9 (平裝)
1.畢德生(Peterson, Eugene H., 19322018 ) 2.神職人員 3.教牧學 245.3

彌勒聖道行. 五十五部曲, 宇宙九鳳
=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 :
the cosmos nine phoenixes / 彌勒皇佛
作 ; 開慧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 10908 .-- 4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6752-92-6 (平裝) NT$470
1.民間信仰 271.9

亂世中的盼望 : 如何在動盪的世界
成長 / 馬可.芬尼(Mark Finley)作 ; 林
思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6314-93-3 (平裝) NT$60
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于 斌 樞 機 哲 學 思 想 研 究 = The
philosophy of Cardinal Paul Yü Pin / 蘇
嫈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
社,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輔仁
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 ; 12) .-- ISBN
978-957-8843-56-1 (平裝) NT$250
1.于斌 2.學術思想 3.哲學 4.天主教
傳記 249.933

唯有祢勝過一切 / 伊莉莎白.薇拉.塔
爾博特(Elizabeth Viera Talbot)著 ; 吳
金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
10910 .-- 3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314-94-0 (平裝) NT$399

魅力十足的老魔鬼 : 雷煥章神父 : 雷
公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 / 蔡曜如, 吳
偉特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主
教震旦之友協會, 10909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73-0-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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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學 : 理論與實務 / 孫樹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菩提, 10909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03-38-6 (平
裝) NT$450
1.民間信仰 271.9
熱鬧下營香 / 沈正一, 張寧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海墘營文化藝術基金
會, 10909 .-- 112 面; 21X30 公分 .-ISBN 978-986-95869-1-7 ( 平 裝 )
NT$380
1.民間信仰 2.民俗活動 3.繪本
272.15

臨水風華 : 順天聖母陳靖姑文化節.
2019 / 蔡政憲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10909 .- 1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6689-2-7 (平裝)
1.民間信仰 2.藝文活動 272.79
神社動物圖鑑 / 茂木貞純監修 ; 徐承
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9-2 (平裝) NT$380
1.神社 2.神祇 3.民間信仰 4.日本
273.4

神話
中國神話 : 民間傳奇篇 / 岑澎維著 ;
張上祐圖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
報,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54-5 (平裝) NT$280
1.中國神話 282
冰與火之北歐神話 / 卡洛琳.拉靈頓
(Carolyne Larrington)著 ; 管昕玥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西方四大神話 ; 1) .-- ISBN 978-9865515-24-9 (平裝) NT$380
1.神話 2.北歐 284.7
生 與 死 之 埃 及 神 話 / 蓋 瑞 .J. 蕭 爾
(Garry J. Shaw)著 ; 袁指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西方四大
神話 ; 2) .-- ISBN 978-986-5515-26-3
(平裝) NT$420
1.神話 2.埃及 286.1

術數；迷信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
開運. 牛 / 巫桓, 巫信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易管理顧問, 10910 .-2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1141-6-5 (平裝) NT$200
1.術數 2.命書 3.生肖 290
中華傳統數術文化. 第九集 / 中華宗
教生命關懷推廣教育學會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推
廣教育學會, 10908 .-- 36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2-2-4 (平裝)
NT$450
1.術數 2.文集 290.7

輪迴交叉全書 : 發掘你的人生使
命,192 種人生主題大公開 / 謝頓.帕
金(Chetan Parkyn), 卡蘿拉.伊斯特伍
德(Carola Eastwood)著 ; 王冠中譯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37-5 (平裝)
NT$620
1.占卜 292
星座美少女. 2, 守護夢想的神奇手鍊
/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 李貝貝繪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眾 國 際 書 局 ,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公主成
長學園 ; CFF008) .-- ISBN 978-986301-965-7 (平裝)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奇門遁甲 200 問 / 杜易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9 .-- 176 面; 23 公
分 .-- (開運鑑定館 ; 51) .-- ISBN 978986-98804-9-7 (平裝) NT$250
1.奇門遁甲 2.問題集 292.5022
塔羅解牌研究所 / LUA 作 ; 陳書萍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9-9 (平裝) NT$380
1.占卜 292.96
<<巫咸撮要>>詳析 / 法雲居士著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命理生活新智慧.叢書 ;
125) .-- ISBN 978-986-6441-72-1 (平裝)
NT$35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
紫微斗數全書 / 陳希夷著 .-- 初版 .-臺北市 : 育林, 10909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677-71-7 (平裝)
NT$380
1.紫微斗數 293.11
羅氏三方四正紫微斗數譯書 / 羅山
雲總編輯 .-- 南投縣中寮鄉 : 臺灣道
教總廟玄義宮, 10908 .-- 15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6-4-9 (平裝)
1.紫微斗數 293.11
天華八字開運改運準則 / 李志誠(孟
樵)著 .-- 臺中市 : 克一圖書, 10908 .-1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1605-4-4 (平裝) NT$450
1.命書 2.生辰八字 3.改運法 293.12
孟註繼善篇 / 李志誠(孟樵)著 .-- 臺中
市 : 克一圖書, 10908 .-- 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1605-5-1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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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財丁貴姓名學 / 高樹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育林, 10909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73-1 (平
裝) NT$600
1.姓名學 293.3
二 0 二一辛丑年擇日要覽 / 范龍達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聖環圖書,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1-231-5 (平裝) NT$450
1.擇日 293.4
三元地理些子法揭秘 / 林志縈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育林,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724 (平裝) NT$600
1.堪輿 294
蔣法堪輿研究 / 陳晉長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909 .-- 503
面; 27 公分 .-- (堪輿叢書 ; 1091) .-ISBN 978-986-98318-8-8 ( 精 裝 )
NT$3600
1.堪輿 294
八宅明鏡講義 / 梁湘潤校註 .-- 再
版 .-- 新北市 : 行卯, 10909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33-4-1 (平
裝) NT$450
1.相宅 294.1
教 你 旺 家 宅 = How to become
prosperous from your residence / 張喆述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玉皇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5-1-9 (精裝) NT$1200
1.相宅 294.1
綠魔法 : 女巫、花草、精油及其他
自然魔法 / 艾琳.墨菲-希斯考克(Arin
Murphy-Hiscock)著 ; 謝汝萱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31) .-- ISBN
978-986-99409-0-0 (平裝) NT$360
1.巫術 2.靈修 3.自然療法 295
真正的驅魔師 = The real exorc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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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342-3-7 ( 精 裝 )
NT$380
1.通靈術 2.靈界 296
靈魂相遇 我來自陰間 : 活靈活現之
前世今生. 第三部 / 向立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41-2-2 (平裝) NT$280
1.通靈術 2.靈界 296

ISBN 978-957-32-8733-9 ( 平 裝 )
NT$399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死後會發生什麼事 : 超越瀕死經驗,
超級靈媒談死亡與輪迴 / 依麗莎白.
克雷爾.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
著 ;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38-2 (平裝) NT$420
1.通靈術 2.靈界 296.1

科學發明王. 28 : 為所有人的發明 /
Gomdori Co.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0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
科 學 先 修 班 ) .-- ISBN 978-957-658418-3 (平裝) NT$300
1.科學 2.漫畫 307.9

東京怪奇酒 / 清野通著 ; 賴純如譯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86-5-8 (平
裝) NT$320
1.奇聞異象 2.鬼靈 3.酒 4.漫畫 297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有趣到睡不著的自然科學 : 沒有芯
的蠟燭也能燒? / 左卷健男著 ; 陳朕
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16-8-0 (平
裝) NT$35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科學日誌 366 : 一日 10 分鐘,解答生
活中無所不在的「為什麼」! / 長沼
毅監修 ; 崔小萍, 詹鎧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9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5-5 (精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理科日誌 366 : 一日 10 分鐘,解答生
活中無所不在的「為什麼」! / 小森
榮治監修 ; 詹鎧欣, LSunl, 李家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4-8 (精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自然與人生 / 何清釧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7-7NT$300
1.自然現象 2.文集 300.8
自然解剖書 : 關於地球上各種有趣
的大自然現象 / 茱莉亞.羅思曼(Julia
Rothman)著 ; 王翎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跑跑薑餅人. 5 : 異想天開的科學 / 趙
珠熙文 ; 李泰榮圖 ;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168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ISBN 978-957-658-409-1 ( 平 裝 )
NT$3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魔海龍三角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
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 際 探 險 隊 ) .-- ISBN 978-986-301966-4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科學之書 / 柯利弗德.皮寇弗作 ; 陸維
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64 面; 26 公分 .-- (人文科
學) .-- ISBN 978-957-13-8359-0 (平裝)
NT$580
1.科學 2.歷史 309
科學史研討會彙刊. 第十一屆 / 周維
強, 黃宇暘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10908 .-3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253-9 (平裝)
1.科學 2.歷史 3.文集 4.中國
309.207

數學
攸關貧富與生死的數學 / 葉茲(Kit
Yates)原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6) .-ISBN 978-986-5535-58-2 ( 平 裝 )
NT$45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喚醒大腦裡的數學家 : 世界十大最
佳教師、YouTube 百萬訂閱超人氣
數學老師 Eddie Woo 的數學奇幻之旅
/ Eddie Woo 著 ; 甘錫安譯 .-- 一版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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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344 面;
21 公分 .-- (數感 ; FN2007) .-- ISBN
978-986-235-863-4 (平裝) NT$450
1.數學 310
圖解數學 / 英國 DK 出版社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320 面; 28 公分 .-- (視覺系創新學習
法) .-- ISBN 978-986-371-246-6 (精裝)
NT$780
1.數學 310
數字的萬物論 / 富島佑允作 ; 蔡麗蓉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1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6-8 (平裝) NT$38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數學? / 李開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Learn 系
列 ; 51) .-- ISBN 978-957-13-8334-7 (平
裝) NT$36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數學 / 楊精松等編著 .-- 2 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522-18-6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522-19-3 (下冊:平裝)
1.數學 310
數學原本 : 根式 / 郭上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郭上鞅, 10908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0-8 (精
裝) NT$700
1.數學教育 310.3
大轉微積分勝經 / 葉銘編著 .-- 三
版 .-- [新竹市] : 偉文, 10909 .-- 7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79-1-5 (平
裝) NT$750
1.微積分 314.1
白話微積分 / 卓永鴻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6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5-1 ( 平 裝 )
NT$70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蔣俊岳等編著 .-- 五版 .-- 臺
中市 : 滄海, 10909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3-2 (平裝)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乙 = Calculus / 翁秉仁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
大發行, 10908 .-- 40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50-412-2 ( 平 裝 )
NT$55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公式手冊 / 喻超凡, 喻超弘, 喻
婕編著 .-- 一版 .-- 臺南市 : 喻超凡數
位企業, 10909 .-- 128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93267-1-1 ( 平 裝 )
NT$200
1.微積分 314.1
鍛鍊你的「微積感」! : 連文科生都
能一小時搞懂的微積分 / Takumi 著 ;
威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0-8 (平裝) NT$250
1.微積分 314.1
離散數學基礎演練 / 何志昌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新數工作室, 109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287-1-9 (平裝) NT$20
1.離散數學 314.8
黃金比例的祕密 : 存在於藝術、建
築與自然中的神聖數學之美 / 蓋瑞.
邁斯納(Gary B. Meisner)著 ; 拉斐爾.
阿勞霍(Rafael Araujo)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1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8864-0 ( 平 裝 )
NT$399
1.幾何 2.比例 316

電腦資訊科學

ThinkPad 使用大全 : 商用筆電王者完
全解析 / Galaxy Lee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李河漢出版發行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經銷, 10910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37-8 (平裝)
NT$800
1.筆記型電腦 312.1162
大話 AWS 雲端架構 : 雲端應用架構
圖解輕鬆學 / 李秉鴻等作 .-- 初版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3-7 (平
裝)
1.雲端運算 312.136
電腦網路 / 黃智宏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3-8 (平
裝)
1.電腦網路 312.16
輕鬆學 Google 雲端應用 / 全華研究
室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7-2 (平裝)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ASP.NET Core 3.x MVC 跨平台範例
實戰演練 / 奚江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7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99-1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教本 :
109 年啟用試題(適用 Adobe CC) / 林
文恭, 葉冠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3-4 (平裝)
1.電腦 2.網頁設計 312

跟著實務學習 ASP.NET MVC 5.x : 第
一次寫 MVC 就上手 / 蔡文龍等著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5-9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應用新興人機互動技術發展商業化
應 用 = Applying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for
developing
commercialized applications / 温 明 輝
作 .-- 第一版 .-- 桃園市 : 温明輝,
10908 .-- 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2-1 (平裝)
1.人機界面 2.電腦程式設計
312.014

主題式創客教育輔助程式設計 : 創
新教學之研究 / 李春雄作 .-- 高雄市 :
李春雄, 10908 .-- 2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8011-4 (平裝)
1.電腦 2.電腦程式設計 3.教學研究
312.2

ARM Mbed OS 物聯網實戰應用超入
門 : 使用 Nucleo-64 與物聯網開發教
學板 / 董勝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087-6 (平裝)
1.微處理機 312.116

C++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 蔡明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8-8 (平裝附光碟片)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適用 C++) / 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4-6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18

再強一點 : 用 Go 語言完成六個大型
專案 / 陳劍煜, 徐新華著 .-- 初版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0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0-1 (平
裝) NT$790
1.Go(電腦程式語言) 312.32G6
JavaScript 網頁設計與 Tensorflow.js 人
工智慧應用教本 / 陳會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5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03 (平裝)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
計 3.人工智慧 312.32J36
Python for DevOps : 學習精準有效的
自動化 / Grig Gheorghiu 等原著 ; 盧建
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5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7-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軟體研發
3.電腦程式設計 312.32P97
Python+TensorFlow 人工智慧、機器
學習、大數據 : 超炫專案與完全實
戰 / 柯博文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8 .-- 4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02-598-4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Python 自動化的樂趣 : 搞定重複瑣碎
&單調無聊的工作 / AI Sweigart 原著 ;
H&C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7-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初學者到生活應用「超」實
務 : 讓 Python 幫你處理日常生活與
工作中繁瑣重複的工作 / 陳會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6-8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最強入門 : 邁向頂尖高手之路: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0 .-- 10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3-2 (平裝)
NT$10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機器學習 / Sebastian Raschka,
Vahid Mirjalili 著 ; 劉立民, 吳建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34-518-2 (上冊: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434519-9 (下冊:平裝) NT$5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人工智慧 : 原理與 Python 實踐 / 白文
章, 白子宣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8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548-37-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使用 Python 搜刮網路資料的十二堂
實習課 / 何敏煌, 葉柏漢, 顏鳳竹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1-2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架構模式 : 使用 Python / Harry Percival,
Bob Gregory 原著 ; 賴屹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60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電腦程式
設計 312.32P9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 術科
解題實作(109 年試題完整版) / 博碩
文化等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908 .-- 4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4-4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 學科
試題解析(109 年完整版) / 博碩文化
等作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8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5-1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3ds Max 2021 遊戲建模與動畫設計 /
張家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109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88-0 (平裝) NT$550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AutoCAD 2020 電腦輔助設計 / 邱嘉
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8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8-8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電腦輔助設計 312.49A97
Excel 函數與分析工具(適用 Excel
2019-2013) / 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2-8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實務應用 武功秘笈 / 孫惠民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53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外商投資銀行超強 Excel 製作術 : 不
只教你 Excel 技巧,學會用數字思考、
表達、說服,做出最好的商業決策! /
熊野整著 ; 劉格安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48 面; 21 公
分 .-- (big ; 339) .-- ISBN 978-957-138342-2 (平裝) NT$3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外商投資銀行超強 Excel 獲利法 : step
by step 任何人都能提升數字敏感度,
創造利潤最大化 / 熊野整作 ; 劉格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Big ;
341) .-- ISBN 978-957-13-8357-6 (平裝)
NT$3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舞動 Excel 公式與函數 / 黃景增作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37-9 (平裝附光碟片)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Office 2019 學習手冊 /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9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5-8 (平裝附光碟片)
1.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套裝軟體應用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6 含 BAP Fundamentals Master 商務
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 JYiC 認證
研究團隊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084-5 (平裝)
1.OFFICE 201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O4
專 題 實 作 . 書 面 報 告 呈 現 篇 (Office
2016 版:文書、統計、簡報) / 呂聰賢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7-1 (平裝)
1.OFFICE 2016(電腦程式) 2.論文寫
作法 312.49O4
PowerPoint 職場應用 武功秘笈 / 林國
榮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09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6-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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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SolidWorks 2019 進階應用 武功秘笈 /
周 曉 龍 作 .-- 新 北 市 : 易 習 圖 書 ,
109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8-4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精通 SolidWorks 2019. 進階篇 / 陳俊
鴻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39-3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程式設計開發無痛學習 / 蔡慧貞, 簡
志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07 .-- 2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0-2 (平裝) NT$50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行動
資訊 312.52
智 慧 物 聯 網 實 作 : 使 用 ESP32CAM/Jetson nano/Python/Node-RED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ternet of
things(IoT) implementation : using
ESP32-CAM/Jetson nano/Python/NodeRED / 吳宗承, 林士強著 .-- 高雄市 :
華順文化, 10907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006-2-2 ( 平 裝 )
NT$45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物聯
網 312.52
快速學會 Windows 電腦入門 / 林佳
生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52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7-0-4 (平裝)
1.WINDOWS(電腦程式) 2.作業系統
312.53
實況直播 : 用 Docker 建構大型資料
中心 / 馬獻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1-8 ( 平 裝 )
NT$780
1.作業系統 312.54
MySQL 雲端資料庫設計寶典 / 孫惠
民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38-6 (平裝)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關聯式資料庫
312.74
大數據 X 資料探勘 X 智慧營運 / 梁
棟, 張兆靜, 彭木根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908 .-- 4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92-6 ( 平 裝 )
NT$650
1.資料探勘 2.大數據 312.74
社群網站的資料探勘 / Matthew A.
Russell 原著 ; 藍子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3-5 (平裝)
1.資料探勘 2.網路社群 312.74
資料科學的良器 : R 語言在開放資料、
管理數學與作業管理的應用 / 廖如
龍, 葉世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0908 .-- 3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34-517-5 ( 平 裝 )
NT$550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PHP & MySQL 武功秘笈 / 藍易作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17-7 (平
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SQL(電腦程
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54
PHP & MySQL 程式設計寶典 / 藍易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36-2 (平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SQL(電腦程
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54
快速學會 PHP & MySQL / 藍易作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67-1-1 (平
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SQL(電腦程
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54
最親切的 SQL 入門教室 / 矢沢久雄
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0-4 (平裝)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SQL(電腦程式
語言) 312.7565
資訊生活安全、行動智慧應用與網
駭實務 / 王旭正, 李榮三, 魏國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0-5 (平裝)
1.資訊安全 2.電腦網路 312.76

After Effects Expression 全面解剖 : 由
淺入深極速上手 AE 頂層技術 / 白乃
遠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87-3 (平裝) NT$520
1.多媒體 2.數位影音處理 3.電腦動
畫 312.8

Voice 系列叢書) .-- ISBN 978-957-437909-5 (平裝)
1.人工智慧 2.LINE 3.網路行銷 4.網
路社群 312.83

UnityX 遊戲手把虛實互動遊戲設計 /
施威銘研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5-4 (平裝) NT$1299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深度學習實務應用 : 雲端、行動與
邊緣裝置 / Anirudh Koul, Siddha Ganju,
Meher Kasam 原著 ; 楊新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66 (平裝)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電腦程式
設計 312.83

Unreal Engine VR : UE4 開發者手冊 /
Mitch McCaffrey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0-3 ( 平 裝 )
NT$480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機器學習 : 彩色圖解+基礎數學篇
+Python 實作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9-5 (平裝) NT$550
1.機器學習 312.831

運算思維與 MakeCode:Blocks 程式設
計 : 使用 Minecraft 含邁客盃運算思
維與創意設計大賽挑戰範例試題 /
柚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08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3-3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機器學習的數學 : 用數學引領你走
進 AI 的神秘世界 / 孫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1-3 (平
裝) NT$550
1.機器學習 2.數學 312.831

數位媒體創意量化析論 / 周賢彬著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8 .-1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4-9 (平裝) NT$260
1.電腦動畫設計 2.數位媒體 312.8
AI 思維 : 不需艱深技術,不用鉅額投
資,任何企業都適用的進化關鍵 / 周
忠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272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751) .-- ISBN 978-986-477-916-1
(平裝) NT$380
1.人工智慧 2.企業管理 312.83
人工智慧導論 / 謝邦昌, 蘇志雄著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1297-7 (平裝) NT$400
1.人工智慧 312.83
人工智慧競爭與法制 / 李崇僖著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8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401-8-7 (平裝) NT$360
1.人工智慧 2.產業政策 312.83
你的 LINE 有腦嗎? / 李國憲, 陳弘貞,
許永昌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李國
憲, 10909 .-- 250 面; 21 公分 .--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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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CC 影像視覺設計寶典 / 趙
雅芝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 5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35-5 (平裝附光碟片)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AI 語音辨識 : 用 Kaldi 實作應用全集
/ 陳果果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0910 .-- 39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1-52-5 ( 平 裝 )
NT$780
1.電腦語音辨識 312.8454

天文學
行星 MAPS : 太陽系漫遊繪本 / 宇宙
大哥哥文 ; イケウチリリー繪 ; 徐承
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0 .-- 66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0-8 (精裝) NT$600
1.太陽系 2.繪本 323.2
好奇孩子大探索 : 真的假的?宇宙怎
麼這麼炫 / 岩谷圭介文 ; 柏元昇店繪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986-5503-75-8 (平裝) NT$350
1.宇宙 2.通俗作品 323.9

趣味宇宙 : 從太陽系之謎到最新的
宇宙理論,一語道破宇宙的不可思議!
/ 渡部潤一著 ; 張資敏譯 .-- 初版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128 面; 23 公
分 .-- (知的! ; 165) .-- ISBN 978-9865529-64-2 (平裝) NT$350
1.宇宙 323.9
宇宙傳訊的第一手資料 : 十一則宇
宙傳訊精彩案例 / 呂尚著 .-- 初版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909 .-- 300 面;
23 公 分 .-- ( 外 星 文 明 系 列 ;
AC109002) .-- ISBN 978-986-99109-2-7
(平裝)
1.外星人 2.不明飛行體 3.奇聞異象
326.96

物理
大學轉學考講重點(物理) / 周哲揚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96-8 (平裝) NT$500
1.物理學 330
普通物理學 / Richard Wolfson 原著 ;
林誠孝等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
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86-378265-0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78-266-7 (下冊:平裝)
1.物理學 330
大學物理實驗 / 蔡政男, 林燈河, 陳國
昭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9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4-3 (平裝)
1.物理實驗 330.13
物理實驗 / 丁逸, 蔣大鵬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9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3-6 (上
冊:平裝)
1.物理實驗 330.13
3 小時讀通單位知識 / 伊藤幸夫, 寒
川陽美作 ;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科學 視界 ; 250) .-- ISBN 978-9865408-34-3 (平裝) NT$350
1.度量衡 331.8
熱傳遞 / Frank P. Incropera 等原著 ; 徐
金城編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0-5 (平裝)
1.熱傳導 335.2

化學
化學 / Karen Timberlake 原著 ; 王正隆
等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59-9 (平裝)
1.化學 340

10908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2-31-6 (精裝) NT$500
1.地震 2.斷層 3.地質調查 4.臺灣
354.4933

生物學

有趣到睡不著的化學 : 可以用鑽石
烤松茸嗎? / 左卷健男著 ; 李沛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16-7-3 (平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這堂生物課很會 : 那些年課本沒教
的生物冷知識 / 侯東政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3-8 (平裝) NT$320
1.生物 2.通俗作品 360

普通化學實力養成 / 陳名編著 .-- 第
五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09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3-5 (平裝)
1.化學 340

生物統計學 / 賴嘉祥著 .-- 三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3-1 (平
裝) NT$200
1.生物統計學 360.13

食品感官品評 : 理論與實務 / 劉伯康,
莊朝琪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 10909 .-- 5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30-663-3 ( 平 裝 )
NT$495
1.食品分析 341.91

生物統計學 / 林美玲編著 .-- 四版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3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60-2 (平
裝)
1.生物統計學 360.13

基礎有機化學 / John McMurry 原著 ;
陳志欣, 潘伯申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9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82-864 (平裝)
1.有機化學 346

地質學
地球大寶藏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劉建志漫畫繪製 .-- 四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910 .-- 136 面; 27 公
分 .-- (漫畫科學小百科) .-- ISBN 978986-338-354-3 (精裝) NT$380
1.地球科學 2.通俗作品 350
中日海域海岛的利用与保护研究 /
李麒, 刘成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正
體題名: 中日海域海島的利用與保護
研究 .-- ISBN 978-986-5532-46-8 (平裝)
NT$280
1.海洋學 2.島嶼 3.環境保護 351.9
震後重生 : 921 地震 20 周年地貌變
遷實錄 = 921 Taiwan / 許晉瑋等合
著 .-- 新 北 市 :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

21

醫學類別資料分析 =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in medicine / 林建甫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8 .-- 5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04 (平裝)
1.生物統計 2.醫學 3.統計分析
360.13
基礎生物學 / 劉信雄等編著 .-- 三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1-6 (平裝) NT$450
1.生命科學 361
生命的故事 : 起源和演化 / 李家維,
林子揚作 ; 株式會社 WISE BIRD 繪
圖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4-3 (精裝) NT$320
1.生命起源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61.12
滅絕生物學 : 失敗者的生存策略 / 池
田清彥作 ;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科學 視界 ; 249) .-- ISBN 978-9865408-33-6 (平裝) NT$350
1.生物演化 2.通俗作品 362
海洋動物全知道! / 黃健琪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0 .-- 256 面;

26 公分 .-- (兒童閱讀通 ; 6)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29-556-2 (平裝)
1.海洋生物 2.通俗作品 366.98
我的野蠻室友 / 羅伯.唐恩(Rob Dunn)
著 ; 方慧詩, 饒益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7-899-7 ( 平 裝 )
NT$450
1.微生物 2.微生物演化 369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0,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 謝伯潛
編著 .-- 二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9-8 (平裝)
1.微生物學 2.免疫學 3.問題集
369.022
食品微生物 / 黃忠村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
群 .-- ISBN 978-986-5531-16-4 (下冊:
平裝)
1.食品微生物 369.36
個人化益生菌 : 精準化醫療時代的
選擇 / 呂春美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臺灣整合醫學協會,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453-2-2 (平
裝) NT$280
1.乳酸菌 2.健康法 369.417
滾吧!病毒軍團 / 陶綺彤編劇 ; 子詡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9 .-- 176 面; 23 公分 .-- (身體守護
星 ; 2) .-- ISBN 978-986-5556-00-6 (平
裝) NT$280
1.病毒學 2.漫畫 369.74

草茶配方) / 李幸祥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62-437-1 ( 平 裝 )
NT$790
1.藥用植物 2.青草藥 3.植物圖鑑 4.
臺灣 376.15025

動物學
動物的歪腰腰 : 超能力圖鑑 / 川嶋隆
義撰文 ; 小堀文彥插圖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10-9124-2 (平裝)
1.動物學 380
絕對找不到? : 生物的模仿偽裝大絕
招 / 卡蘿.皮諾作 ; 八重沢なとり插
畫 ; 許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發行,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皮諾實驗
室 ; 1) .-- ISBN 978-986-99136-7-6 (平
裝)
1.動物生態學 2.通俗作品 383.5
蟲蟲超棒的! : 超優長相、特質大發
現 / 卡蘿.皮諾作 ; 八重沢なとり插
畫 ; 許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發行,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皮諾實驗
室 ; 2) .-- ISBN 978-986-99136-8-3 (平
裝)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驚人的甲蟲 / 丸山宗利, 福井敬貴作 ;
藍嘉楹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80 面; 23 公分 .-- (台灣自然
圖鑑 ; 49) .-- ISBN 978-986-5529-49-9
(平裝) NT$380
1.甲蟲 2.動物圖鑑 387.785025

法人愛鼠協會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312 面; 23 公分 .-- (寵
物館 ; 94) .-- ISBN 978-986-5529-63-5
(平裝) NT$450
1.鼠 2.寵物飼養 389.63

人類學
好奇孩子大探索 : 真的假的?人類怎
麼這麼囧 / 岩谷圭介文 ; 柏原昇店繪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986-5503-76-5 (平裝) NT$350
1.人類學 2.通俗作品 390
解剖學指引 / 林育娟, 蔡政潔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7-4 (平
裝)
1.人體解剖學 394
筋 膜 系 統 機 能 解 剖 學 圖 譜 / Carla
Stecco 作 ; 王瑞襄等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911 .-- 3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67-77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2.結締組織 394.2
人體的運作美學 : 將人體比擬為靈
魂的樂器,用最貼近自然的角度,探索
人類生命的智慧(華德福教學引導 3)
/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著 ;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487-404 (平裝)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世界溫帶淡水魚圖鑑 / 佐土哲也 ; 徐
瑜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6-4 (平裝)
1.魚類 2.動物圖鑑 388.5025

新 護 理 師 捷 徑 . 8, 解 剖 生 理 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8, anatomy &
physiology /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
編著 .-- 二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58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5-0 (平裝) NT$400
1.人體生理學 2.人體解剖學 397

植得玩味 / 石英作 .-- 新北市 : 沃克
面設計,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1847-3-1 (全套:平裝)
1.植物學 370

企鵝紳士 : 其實很認真的企鵝知識
書 / 上野綺士作 ;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50-9 (平
裝)
1.企鵝 2.漫畫 388.898

新編人類發展學 / 柯惠玲等編著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2-3 (平裝) NT$475
1.發育生理學 2.發展心理學 3.人類
發展 397.1

台灣傳統青草茶植物圖鑑(收錄常用
青草茶植物 113 種,與 24 節氣獨家青

愛鼠飼育大百科 : 常見寵物鼠品種
介紹與飼養相處方法全收錄! / 社團

生物化學 / Mary Campbell, Shawn O.
Farrell, Owen MacDougal 原著 ; 張立

臨床血清免疫檢驗學 / 孔建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偉明, 10909 .-- 7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903-98 (精裝)
1.免疫學 2.檢驗醫學 369.85

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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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
聖智學習, 10909 .-- 8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282-85-7 (精裝)
1.生物化學 399
臨床生化學 / 方偉宏等合著 ; 張雯雯
總編輯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908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1-7 (平裝) NT$700
1.生物化學 399
生物化學實驗手冊 / 陳明毅, 潘愷, 廖
辰中編著 .-- 臺北市 : 陳明毅, 109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36-1 (平裝)
1.生物化學 2.實驗 399.034
哈佛醫師的荷爾蒙抗老法則 : 搞懂
內分泌,掌握時間醫學! / 根來秀行作 ;
卡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
康 ; B484) .-- ISBN 978-986-5408-31-2
(平裝) NT$280
1.激素 2.激素療法 3.健康法 399.5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飛機的科技 : 廣受歡迎的大型客機、
戰鬥機陸續登場!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9 .-- 176 面; 27 公分 .-- (人
人伽利略系列 ; 17) .-- ISBN 978-986461-225-3 (平裝) NT$500
1.科學技術 2.航太教育 3.飛機 4.通
俗作品 400
再生能源發電 / 洪志明, 歐庭嘉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9-5 (平裝)
1.能源技術 2.再生 3.發電 400.15
技術陷阱 / 卡爾.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著 ; 許恬寧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6-5 (平裝) NT$300
1.科學技術 2.技術發展 3.歷史 4.英
國 409.4

醫藥

精準醫學 : 破解基因與癌症迷思,早
期預防、對症下藥 / 曾嶔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453 (平裝) NT$350
1.醫學 410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
集. 2020 年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
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10911 .-- 2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990-6-8 (平裝)
1.醫學倫理 2.人文素養 3.文集
410.1619
醫護專用術語 / 李佩育等合著 .-- 五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8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4-7 (平裝) NT$425
1.醫學 2.術語 410.41
健康活下去 : 長壽.睡眠.飲食.醫療的
身體革命 / 林慶旺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24 面; 23 公
分 .-- (身體文化 ; 157) .-- ISBN 978957-13-8352-1 (平裝) NT$320
1.醫學 2.保健常識 3.文集 410.7
30 年不生病的健康管理法 : 呼吸道
權威醫師透過科學實證的 24 小時生
活防病習慣,輕鬆打造最強體質 / 大
谷義夫著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256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18) .-- ISBN 978-986398-606-5 (平裝) NT$360
1.健康法 411.1
身體溫暖就會變美 / 石原新菜作 ; 蔡
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9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5-2 (平裝) NT$320
1.健康法 2.婦女健康 411.1
別讓疾病找上你 : 專業醫師寫給男
人的健康書 / 莎曼醫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生活視窗 ; 64) .-- ISBN
978-986-98905-3-3 (平裝) NT$360
1.健康法 2.男性 411.1

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 .-- 高雄
市 :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10908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89-896 (平裝)
1.養生 2.宗教療法 3.文集 411.107
不勉強的瑜伽練習 : 不夠柔軟也 OK!
/ 近藤真由美監修 ; 亞緋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出版 : 雅
書堂文化發行, 10909 .-- 128 面; 24 公
分 .-- (SMART LIVING 養身健康觀 ;
131) .-- ISBN 978-986-5665-86-9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瑜伽 411.15
瑜伽手印大全 / 喬瑟夫, 莉蓮.雷佩吉
作 ; 黃春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1 .-- 271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9501-93-4 ( 平 裝 )
NT$900
1.瑜伽 411.15
21 天增肌燃脂計畫!啟動生酮與改造
體態攻略 : 打造 9%體脂!從低醣開始,
搭配間歇斷食,立刻重啟超狂燃脂代
謝 / 馬克.西森, 布萊德.柯恩著 ; 游卉
庭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4-5 (平
裝)
1.健康飲食 2.減重 411.3
不生病的關鍵祕密 : 酵素 : 從美國、
日本到台灣的營養醫學風潮 / 鶴見
隆史著 ; 張秀慧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2-4 ( 平 裝 )
NT$280
1.健康飲食 2.酵素 411.3
運動循環 = Circuit training / 胡孝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9 .-208 面; 23 公分 .-- (運動場 Playground ;
7) .-- ISBN 978-986-99246-0-3 (平裝)
NT$399
1.運動健康 411.71

新腦內革命 : 春山茂雄 71 歲,擁有 28
歲青春的不老奇蹟! / 春山茂雄著 ;
胡慧文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1-7 (平裝) NT$280
1.健康法 411.1

10 秒立即見效!最強穴位伸展操 : 觸
摸交叉點進行伸展,就能啟動深層肌
肉開關,使伸展效果倍增 / 柴雅仁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4-0 (平裝)
1.健身操 2.按摩 3.經穴 411.711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19 /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

為什麼睡不著? : 從小到老的睡眠科
學 / 愛麗絲.葛雷戈里(Alice Gr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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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范明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438-8 (平裝) NT$540
1.睡眠 2.健康法 3.睡眠障礙症
411.77
成癮時代 : 壞習慣如何變成大生意 /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
著 ; 蔡明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立
緖文化,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61-6 (平裝) NT$420
1.成癮 2.欲望 3.資本主義 411.8
中國衛生健康制度變遷 / 徐程等人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08 .-- 4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4-9 (平裝)
NT$750
1.公共衛生 2.衛生政策 3.中國
412.12
宜蘭縣公共衛生與醫療文物圖錄 /
范燕秋著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4-3 (平裝)
1.公共衛生 2.文物 3.宜蘭縣
412.133/107
職場藥物濫用推動案例彙編暨防制
Q&A 手冊. 109 年度 / 台灣職業健康
護理學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食
藥署, 10909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2-1 (平裝)
1.藥物濫用防制 412.24
HACCP 理論與實務 / 汪復進, 楊文育
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9-6 (平裝) NT$500
1.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餐飲安全衛生 : 餐飲安全好 危害風
險少 / 文長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 3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9-6 ( 平 裝 )
NT$500
1.食品衛生管理 2.餐飲業管理
412.25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
必勝手冊 / 張瓈文等編著 .-- 四版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0-0 (平
裝) NT$300
1.食品檢驗 2.食品分析 3.實驗
412.37034

庫賈氏病等人類普利昂病診療照護
及感染管制工作手冊 =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and other human prion
diseases : Manual for management and
infection control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編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8 .-- 96 面; 30 公分 .-- (防疫學苑
系列 ; 29) .-- ISBN 978-986-5439-51-4
(平裝) NT$3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傳染性疾病 3.
感染管制 412.45
世紀病毒 COVID-19 : 不該發生的大
流行疾病,以及如何防止下一場浩劫
/ 黛博拉.麥肯其(Debora MacKenzi)著 ;
謝佩妏, 黃薇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01-7 (平裝)
NT$4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我抗疫.我驕傲 : 走過護理路 = Proud
nurses on the frontline of COVID-19 :
our experiences,our stories / 王秀紅主
編 .-- 臺北市 : 臺灣護理學會, 109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5-0-4 (平裝)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登革熱/屈公病教戰手冊 = Combat
manual for Dengue Fever / Chikungunya
Fever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 .-第三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8 .-56 面; 21 公分 .-- (疫 Q 衛教系列 ; 6) .- ISBN 978-986-5439-49-1 ( 平 裝 )
NT$120
1.登革熱 2.屈公病 3.蚊病媒 4.病媒
防制 5.手冊 412.4923026
我國工作環境暴露石綿之勞工長期
追蹤調查計畫. II = Investigation and
cohort stud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mong workers exposed to asbestos. II /
潘致弘, 莊凱任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8 .-- 21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89-0 (平裝)
NT$50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金屬製品製造業職業性癌症高風險
事 業 單 位 職 業 危 害 介 入 計畫 . II =
Intervention study for high risk group of
occupational cancer in manufacture of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s industry. II /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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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弘, 王櫻芳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研所, 10908 .-- 32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88-3 (平裝)
NT$70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高風險職業病勞工流行病學調查研
究. II = Epidemiology study for workers
of high risk occupational diseases. II / 潘
致弘, 吳明蒼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研所, 10908 .-- 3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90-6 (平裝)
NT$700
1.勞工衛生 2.職業病 412.53
黃帝內經 / 南京中醫學院(南京中醫
藥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光,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33-2-3 (平裝) NT$600
1.內經 2.中醫典籍 3.養生 413.11
從食指看健康 : 王唯工科學脈診生
活保健指南 / 王恬中著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商周養生
館 ; 66) .-- ISBN 978-986-477-911-6 (平
裝) NT$360
1.中醫 2.養生 3.脈診 413.21
傷寒論 / (清)吳謙原著 ; 吳塤村編
著 .-- 四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5-3 (精裝)
1.傷寒論 2.中醫典籍 413.32
眼癒力 / 林佑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舒活家 ; HD2044) .-- ISBN
978-986-99073-8-5 (平裝) NT$450
1.中醫 2.眼科 413.51
談養生與按摩穴位一點通 / 張春福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張 春 福 ,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7-7 (平裝) NT$300
1.經穴 2.按摩 3.養生 413.915
達摩氣功灸 / 盧錫煥著 .-- 第一版 .-新北市 : 稻田, 10909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949-97-6 (平裝)
NT$480
1.氣功 2.健康法 413.94
50 年老中醫秘傳精粹辨症藥方 / 謝
英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
化 , 10910 .-- 272 面 ; 23 公 分 .-(Health+ ; 157) .-- ISBN 978-986-986278-3 (平裝)

1.中藥方劑學 2.養生

414.6

新護理師捷徑. 11, 病理學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1, pathology / 徐明洸編
著 .-- 二 十 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
10910 .-- 3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6-7 (平裝) NT$300
1.病理學 415.1
醫學分子檢驗 / 吳俊忠等作 .-- 六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9-0 (平
裝) NT$850
1.檢驗醫學 415.12
身體會說話,它正在暗示你的健康狀
態 : 一本讀懂身體發出的警告訊號 /
施小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菁品
文化, 10910 .-- 448 面; 23 公分 .-- (生
活視窗 ; 65) .-- ISBN 978-986-98905-57 (平裝) NT$420
1.症候學 2.疾病防制 415.208
從症狀到診斷 : 實證醫學指引 / Scott
D.C. Stern, Adam S. Cifu, Diane Altkorn
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 5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51-3 (平裝)
1.診斷學 2.症候學 3.實證醫學
415.21
百年戰役 :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
1885-1945 / 王佐榮, 蔡蕙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09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6-9 (平
裝) NT$380
1.傳染性疾病 2.臺灣史 3.日據時期
415.2309

1.腦下垂體 2.腦下垂體疾病 3.文集
415.66307
做對這些事,糖尿病好控制 / 游能俊
著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
顧問, 109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93-0-0 (平裝) NT$360
1.糖尿病 2.保健常識 415.668
臨床皮膚病學彩色圖譜 / 趙辨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67-4 (精裝)
1.皮膚科 2.圖錄 415.7025
血液透析手冊 / 小川洋史, 岡山ミサ
子, 宮下美子監修 ; 蔡岳熹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68-1 (平
裝)
1.透析治療 2.血液透析 3.腎臟
415.8162
醫生說你根本沒生病 : 只是自律神
經失調 / 王健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59) .-- ISBN 978-98699086-4-1 (平裝) NT$420
1.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415.943
我們的孩子在呼救 : 一個兒少精神
科醫師,與傷痕累累的孩子們 / 謝依
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1) .-- ISBN 978-986-406-202-7 (平裝)
NT$320
1.兒童精神醫學 2.青少年精神醫學
415.9517

傳染病的世界史 / 石弘之著 ; 林欣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834-3 (平裝)
NT$360
1.傳染性疾病 2.世界史 415.2309

我在精神病院抗憂鬱 : 我們不是想
太多,只是生病了,一個微笑憂鬱症患
者的住院日記 / 左燈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10 .-- 378 面; 21 公分 .-(愛寫 ; 45) .-- ISBN 978-957-658-405-3
(平裝) NT$360
1.憂鬱症 2.心理治療 415.985

瘟疫啟示 : 百年的恐慌、歇斯底里
與 傲 慢 / 馬 克 . 霍 尼 斯 巴 姆 (Mark
Honigsbaum)作 ; 金瑄桓, 謝孟庭譯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480 面;
21 公分 .-- (iThink ; 8) .-- ISBN 978957-658-420-6 (平裝) NT$520
1.傳染性疾病 2.世界史 415.2309

教導自閉症幼兒社會溝通能力 : 家
長 手 冊 / Brooke Ingersoll, Anna
Dvortcsak 著 ; 陳孟筳等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48 (平裝) NT$25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415.988

腦垂體專刊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
分泌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內
分泌學會, 109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559-2-4 (平裝)

舒眠,掌握黃金修復 8 小時 / 柴瑞震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維他命文化,
10909 .-- 184 面; 23 公分 .-- 圖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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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版 .-- ISBN 978-986-99303-0-7 (平
裝) NT$260
1.失眠症 2.食療 3.中醫 415.9983
女性必知的乳房保健知識 : 美乳、
豐胸、疾病預防完全手冊 / 北村珠
希著 ; 瞿中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養身健康
觀 ; 132) .-- ISBN 978-986-5665-85-2
(平裝) NT$300
1.乳房疾病 2.保健常識 416.235
小兔兒要長大 : 唇顎裂療癒手冊 / 楊
子逸等作 .-- 一版 .-- 新北市 : 大於創
意文化,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3842-6-1 ( 平 裝 )
NT$500
1.唇顎裂 416.413
肌肉骨骼超音波診斷與導引注射 :
實務操作指南 / Peter Resteghini 原著 ;
吳威廷, 徐伯誠, 徐幼鈞譯 .-- 初版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68-366-7 (平裝)
1.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2.超音波學
416.6
醫師國考 Winner : 骨科學 / 黃尚豪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64-3 (平裝)
1.骨科 416.6
1 天 5 分鐘的歪脊椎矯正術! / 栗原隆
作 ; 陳聖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6-9 ( 平 裝 )
NT$300
1.脊椎病 2.保健常識 3.運動療法
416.616
打造百歲健步腳 / 菊池守著 ; 吳乃慧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8-9 (平裝) NT$300
1.腳 2.健康法 416.619
風濕病學 / 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
編著 ; 黃文男總編輯 .-- 三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909 .-- 64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8-363-6 (精裝)
1.風濕病 416.63
電生理聽力學 / 楊義良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9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22 (平裝) NT$500
1.聽力學 416.812

兒童語音異常 : 構音與音韻的評估
與介入 / 鄭靜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溝
通障礙系列 ; 65042) .-- ISBN 978-986191-921-8 (平裝) NT$700
1.語言障礙 2.構音障礙 3.兒童
416.867
嗓音與嗓音治療 = The voice and voice
therapy / Daniel R. Boone 等作 ; 王南
梅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9 .-- 37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4-6 (平裝) NT$500
1.語言障礙 2.治療學 416.867
鼻過敏掰掰 : 不再哈啾!哈啾!醫師陪
你對抗鼻塞、流鼻水、鼻過敏 / 賴
盈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5-9 (平裝) NT$350
1.過敏性鼻炎 416.8721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 牙體技術學
概論 = The newest series of textbooks
for dental technologist : dental laboratory
practice administration / 末瀨一彥等著 ;
林富滄, 林錫禎, 彭子祐譯 .-- 初版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365-0 (平裝)
1.牙科技術 416.9
牙材力 : 大師們的百寶箱 / 林茂雄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林 茂 雄 ,
109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4-6 (精裝) NT$2500
1.牙科材料 416.98
生理週期循環調理飲食法 : 營養師
教妳不忌口、平衡內分泌,從此告別
經痛、肥胖與婦科疾病、順利好孕
的 4 週調理全書 / 崔西.洛克伍德.貝
克曼(Tracy Lockwood Beckerman)著 ;
蔣慶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12-3 (平裝) NT$220
1.婦女生理 2.婦女健康 3.食療
417.121
大齡女子也能打造好孕體質 : 中醫
師當妳的神隊友,難孕、不孕體質輕
鬆調! / 谷裕一郎著 ; 蕭辰倢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62 (平裝)
1.不孕症 417.125
助產能力鑑定 / 高千惠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 109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1298-4 (平裝) NT$380
1.助產術 2.助產士 417.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37 (平裝) NT$350
1.食療 2.營養 3.健康飲食 418.91

幼兒健康與安全 / 張美雲等合著 ; 張
雯雯總編輯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 10909 .-- 400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62-684-8 ( 平 裝 )
NT$450
1.小兒科 2.幼兒健康 3.安全教育
417.5

吃出超級免疫力 : 抵抗病毒、流感、
癌症侵襲,後疫情時代的不生病指南
/ 喬爾.傅爾曼(Joel Fuhrman)著 ; 蔣馨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2-4 (平裝)
1.食療 2.健康飲食 3.免疫力 4.食譜
418.91

兒科常見疾病診療手冊 / 林奏延主
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9 .-1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68362-9 (精裝)
1.小兒科 2.手冊 417.5026
養老護理師實務 / 隋國輝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08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7-0 (平裝) NT$490
1.老年護理 417.72
為愛勇敢 / 紀君霖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31-6-7 (平
裝) NT$320
1.癌症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7.8
農夫哲學 : 關於自然、生死與永恆
的 沉 思 / 金 恩 . 洛 格 斯 頓 (Gene
Logsdon)著 ; 劉映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
行,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399-7 (平裝) NT$380
1.癌症 2.病人 3.生死觀 4.人生哲學
417.8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 華杏編輯
部作 .-- 二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4-3 (平裝)
1.藥理學 418.1
小病藥治 : 一本書讀懂吃藥學問!從
西藥到中藥,你不可不知的用藥科學
/ 金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248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
科 ; 48) .-- 漫畫圖解版 .-- ISBN 978986-5529-52-9 (平裝) NT$490
1.服藥法 2.投藥 3.保健常識 418.74
不生病的解毒飲食法 : 諾貝爾獎得
主的營養自癒療法,用營養素取代藥
物治療,遠離過敏、糖尿病、動脈硬
化 / 小垣佑一郎著 ; 彭琬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10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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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一日三餐飲食療法 : 100 種天然
食材 x70 道元氣養生餐 從主食.時蔬.
魚肉.湯品.果飲重塑健康好體質 / 芳
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25-6-2 (平裝) NT$350
1.食療 2.營養 3.健康飲食 418.91
遠紅外線的健康科學 = Far infrared
ray / 鄭世裕, 原來合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科 ; 48) .-- ISBN 978-9865529-51-2 (平裝) NT$360
1.遠紅外線療法 418.93212
冥想。親子共學的身心療癒指引 /
陳秀安(T-Anh TRAN)作 ; 吳平稑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生 活 ,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健康人生
系列 ; 194) .-- ISBN 978-986-98989-9-7
(平裝) NT$350
1.心靈療法 2.親子 418.98
澄心聚焦入門手冊 : 從身體出發,讓
心更自由 / 張恕維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張恕維, 10910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1-1 (平裝)
1.心靈療法 2.另類療法 418.98
靈魂醫療 : 喚醒充滿健康與能量的
內在藍圖 / 道森.丘吉, 諾曼.席利作 ;
謝宜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Spirit ;
26) .-- ISBN 978-957-658-410-7 (平裝)
NT$480
1.心靈療法 2.靈魂 418.98
舞入未知深處 : 奧修藝術治療 / 米菈
(Meera Hashimoto)著 ; 鍾莉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19) .-- ISBN 978-986-99236-2-0 (平裝)
NT$470
1.藝術治療 2.靈修 418.986

我的神鬼靈療傳奇 : 大師、宮廟與
奇療生死之旅 / 馬西屏著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55-8 (平裝)
NT$350
1.民俗療法 2.民間信仰 3.臺灣文化
418.991
中醫芳療暖宮好孕 : 用精油排宮寒、
暢氣血,根治婦科病,超過一千個不孕
夫妻都自然懷孕了! / 蔡嘉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活 ; 42) .-- ISBN
978-986-99154-4-1 (平裝) NT$520
1.芳香療法 2.婦科治療 3.中醫
418.995
兒童居家芳療 : 打造天然防護力!用
20 款平價常備精油,對症 0-12 歲孩童
的身心靈問題 / 楊昕諭(小霓老師)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蘋 果 屋 ,
109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4-4 (平裝) NT$350
1.芳香療法 2.幼兒健康 418.995
帶著前世記憶的精油魔法師 : 趕走
病痛 x 事業順利 x 召來好桃花 / 瑪林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9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710-955 (平裝) NT$30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解痛芳療 : 本草精油+穴位+按摩手
法, 徹底改善全身的疼痛 / 陳育歆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88 面; 23 公
分 .-- (健康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4) .-- ISBN 978-986-5536-12-1 (平裝)
NT$5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3.按摩
418.995
撫慰身心的精油擴香芳療 / 卡琳.帕
拉莫爾(Karin Parramore)著 ; 賴佳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
列 ; 147) .-- ISBN 978-986-507-189-9
(平裝) NT$33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藥用精油學 / 皮埃爾.法蘭貢(Pierre
Franchomme)作 ; 粘耿嘉等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源流學堂國際, 10910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82-0-3 (平裝) NT$22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圖解自費醫療品牌學 / 藍新堯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84 (平裝) NT$450
1.健康服務行銷 2.醫療服務 3.品牌
行銷 4.行銷管理 419.2
醫務資材管理與實務 / 何清治等編
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2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5-5 (平裝) NT$400
1.醫院行政管理 419.2
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
心醫院年度報告. 2020 / 流行病學與
生物統計室編輯 .-- 臺北市 : 和信治
癌中心醫院, 10909 .-- 11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6949-5-7 (平裝)
1.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419.333
健 康 識 能 工 具 包 = Toolkit health
literacy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8 .- 1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3-8 (平裝) NT$150
1.在職教育 2.醫事人員 3.醫病溝通
419.42
新編護理學導論 / 楊慕慈等編著 .-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7-9 (平裝) NT$380
1.護理學 419.6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
術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2, nursing &
nursing techniques / 劉月敏, 康明珠
作 .-- 二 十 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
10910 .-- 6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7-4 (平裝)
1.基本護理學 419.6
護理研究概論 / 王采芷等合著 ; 張雯
雯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8-6 (平裝) NT$350
1.謢理研究 419.612
臨床情境教學教案增訂 123 / 邱艶芬
編著 .-- 臺中市 : 弘光科大, 10909 .-冊 .-- ISBN 978-957-9499-12-5 (全套:
平裝)
1.護理教育 2.教學法 419.63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王淑卿, 林笑作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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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81 (平裝)
1.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長期照護 / 田玫等編著 .-- 九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6-2 (平
裝) NT$400
1.長期照護 419.71
長期照顧機構管理 =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management / 梁亞文等作 ; 周
慧琍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1-2 (平裝)
1.長期照護 2.機構式照護服務
419.712
長期照顧機構籌劃與管理實務 / 梁
亞文等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洪葉
文化,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5-5 (平裝) NT$450
1.長期照護 2.機構式照護服務 3.企
業經營 419.712
身體檢查與評估技術手冊 / 李書芬,
李靜雯, 劉清華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永大, 10908 .-- 8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076-4-4 ( 平 裝 )
NT$130
1.護理評估 2.護理診斷 3.健康檢查
419.812
新護理師捷徑. 3, 內外科護理 / 王璟
璇等作 ; 周慧琍總編輯 .-- 二十版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8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4-582-8 (平裝)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科護理實習手冊 / 凃秀妮等作 ;
周慧琍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
杏, 10909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0-5 (平裝)
1.內外科護理 2.手冊 419.82026
新 護理 師捷 徑 . 四, 婦產科 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4,
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nursing / 徐明
葵 作 .-- 20 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
10910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72-9 (平裝)
1.婦科護理 2.產科護理 419.83
新護理考試祕笈. 4, 兒科護理學 / 林
琦華等編著 ; 張雯雯總編輯 .-- 五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5-4 (平裝) NT$400
1.小兒科護理 419.84
新 護理 師捷 徑 . 五, 小兒科 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5, pediatric
nursing / 陳純真, 盧惠文作 .-- 20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5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4-573-6 (平裝)
1.小兒科護理 419.84
新 護理 師捷 徑 . 六, 精神科 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6, psychiatric
nursing /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 二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80-4 (平裝)
1.精神科護理 419.85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7,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
誼作 .-- 二十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10 .-- 5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4-581-1 (平裝)
1.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我的極簡生活練習 : 填滿生活空間
的不該是物品,而是我的生活重心 /
南垠實著 ; 魏汝安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橙實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7-6-0 (平裝)
1.家政 2.簡化生活 3.生活態度 4.生
活指導 420
為什麼叫不出名字的家事怎麼做都
做不完?無名家事圖鑑 / 梅田悟司著 ;
謝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Life ; 48) .- ISBN 978-957-13-8343-9 ( 平 裝 )
NT$320
1.家政 420
金融素養與中國家庭經濟金融行為 /
吳錕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908 .-- 20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5-6 (平
裝) NT$410
1.家計經濟學 2.中國 421.1
低預算裝潢全攻略 : 即使只有 50
萬,Step by Step,聰明花、找對人,打造

理想宅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2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08 面; 23 公
分 .-- (Solution ; 127) .-- 新屋&10 年內
屋齡適用版 .-- ISBN 978-986-408-6320 (平裝) NT$399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空間設計
422.5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71-0-7 (平
裝) NT$500
1.人體彩繪 2.考試指南 425

新.斷捨離 / 山下英子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61
種 )(Upward ; 112) .-- ISBN 978-9579314-70-1 (平裝) NT$320
1.家庭佈置 2.生活指導 422.5

一起炫耀,今天運動了 / 李霄雪著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36-17-6 (平裝)
NT$400
1.塑身 2.健身運動 425.2

戀物者的風格練習 : 不只是抨然心
動,更要歷久彌新,最美好的愛戀物件
學 / 許育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潮
浪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488-0-7 ( 平 裝 )
NT$350
1.室內設計 2.家庭佈置 3.生活美學
422.5

我也不想一直長痘痘 / Elsa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5-2 ( 平 裝 )
NT$399
1.皮膚美容學 2.痤瘡 425.3

骨架分析 X 基因色彩=不再浪費時間
與金錢的聰明男子選衣法 / 二神弓
子作 ; 邱喜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339-2 ( 平 裝 )
NT$360
1.男裝 2.衣飾 3.時尚 423.21
造型師都在用の"軸色"穿搭術 : 時尚
專家教你從「顏色」掌握「時髦關
鍵」,只要基本款也能穿出大受好評
的自我風格! / 谷口美佳著 .-- 初版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0-4-0 (平
裝) NT$350
1.衣飾 2.色彩學 3.時尚 423.23
可愛女孩的夏日手作服 / [藝風堂出
版社]編輯部編企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908 .-- 12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933-3-6 (平裝)
1.服裝設計 2.童裝 423.25
美容造型概論 / 鄭寶琪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40-32 (上冊:平裝)
1.美容 2.髮型 3.化粧 424
人體彩繪職類不分級技能職類測驗 /
吳立安等著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
市 : 安信認證國際, 10908 .-- 20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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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永久定妝術圖解全書 / 陳奕融, 吳
思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3-124-2 (平裝) NT$520
1.美容 2.化粧術 425

美膚. III / 聶惠如, 陳宥辰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8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85-65 (平裝)
1.皮膚美容學 425.3
大人の彩妝課 : 暢銷 15 萬冊!不褪流
行、不分造型、不限化妝品,天后級
彩妝師的「好感美肌妝」 / 長井香
織作 ; 彭琬婷譯 .-- 新北市 : 瑞麗美
人,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Ray
beauty ; 27) .-- 完全圖解版 .-- ISBN
978-986-98240-5-7 (平裝)
1.化粧術 425.4
美顏. III / 王淑珍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8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85-4-1 (平裝)
1.化粧術 425.4
剪出自信 / 陳志賢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00-7 (平裝)
NT$980
1.美髮 2.髮型 425.5
* 專 業 沙 龍 髮 妝 品 科 學 = Haircosmetics science for salon working / 莊
麗津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昇陽國際
設計, 109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317-6-3 (平裝) NT$2000
1.毛髮 2.毛髮疾病 3.健康法 425.5
刺繡人的植感好生活 : 手作縫紉小
物特集 / 日本 VOGUE 社授權 ; 彭小
玲, 周欣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910 .-- 120 面; 30 公分 .- (Stitch 刺繡誌 ; 17) .-- ISBN 978-986302-552-8 (平裝) NT$45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一件有型.文青女子系連身褲&連身
裙 / Boutique 社著 ; 林麗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9 .-80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39) .-- ISBN 978-986-302-553-5 (平裝)
NT$420
1.縫紉 2.衣飾 3.女裝 426.3
117 款女孩最愛的蕾絲鉤織小物集 :
一眼就愛上的蕾絲花片! / 深尾幸世
著 ; 莊琇雲, 彭小玲譯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09 .-- 112 面; 26 公分 .-- (樂.鉤織 ;
5) .-- ISBN 978-957-9623-56-8 (平裝)
NT$38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一作就愛上的可愛口金包 : 製作技
巧大破解! / 日本ヴォーグ社授權 ;
莊琇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
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輕.布作 ; 26) .-- ISBN 978957-9623-55-1 (平裝) NT$32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中 華 傳 統 拼 布 經 典 = Chinese
traditional patchwork classic / 鄒正中,
莊玥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
位, 10909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5-6 (平裝)
1.拼布藝術 2.民族文化 3.中國
426.7
直入心坎的喜歡&溫暖! : 手作可愛
又實用的波奇包 x zakka 布小物 /
BOUTIQUE-SHA 授權 ; 瞿中蓮, 彭小
玲, 周欣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909 .-- 112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0) .-- ISBN
978-986-302-554-2 (平裝) NT$3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無限可愛の UV 膠&熱縮片飾品 120
選 / キムラプレシアム著 ; 亞緋琉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09 .-- 72 面; 26 公
分 .-- (趣.手藝 ; 81) .-- ISBN 978-9579623-54-4 (平裝) NT$32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食物製備丙級技能檢定 : 學/術科教
戰指南 / OMAK 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62-6 (平裝)
NT$350
1.食物 2.烹飪 3.考試指南 427
只看一眼就會煮 : 「免開火」「免
菜刀」「免秤量」「免剩菜」,4 大
類食譜任你挑,20 萬粉絲加持的 JOE
桑圖解 103 道美味料理 / JOE 桑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0909 .-- 160 面; 24 公分 .-- (遠足
飲食) .-- ISBN 978-986-508-072-3 (平
裝) NT$340
1.食譜 427.1
食驗煮義 / 克里斯丁, 廚師漢克作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平裝本叢書 ; 第 0511
種)(iDO ; 102) .-- ISBN 978-986-994451-9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澎湃鍋 / エダジュン作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
聯文化發行, 10910 .-- 144 面; 26 公
分 .-- (遊廚房 ; 45) .-- ISBN 978-9865520-22-9 (平裝)
1.食譜 427.1
簡單煮就好吃!超省時懶人快手菜 /
薩巴蒂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
文創,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25-5-5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
西餐沒有那麼難 / 王輔立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這是寶媒體, 10909 .-1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26-0-7 (平裝)
1.食譜 427.12
圖繪日本料理 : 法國人寫給大家的
日本料理書 / 洛兒.琪耶(Laure Kié)著 ;
貴志春菜繪 ; 盧慧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catch ; 259) .-- ISBN 978-9865549-08-4 (平裝)
1.食譜 2.日本 427.131
泰菜與你 : 經典菜、甜點、飲品、
沾醬、咖哩醬輕鬆端上桌 = Learn
Thai cuisine with me : classic dishes,
desserts, drinks, dipping sauces, curry
sauces are easily served on the table / 時
時泰工作室編輯 .-- 一版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0909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83-0-2 (平裝)
NT$450
1.食譜 2.泰國 427.1382
29

6 大甜點師親授!IG 吸睛蛋糕裝飾&
設計技巧 / オフィス SNOW 編 ; 羅淑
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0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8-5 (平裝) NT$550
1.點心食譜 427.16
孩子的第一堂手作甜點課 : 知道原
理更有趣,不可思議的甜點科學實驗
/ 太田佐知香著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4-8 (平
裝)
1.點心食譜 427.16
陳共銘 專業手感極品風味麵包全書
/ 陳共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0 .-- 160 面; 26 公分 .-- (烘焙
職人系列 ; 5) .-- ISBN 978-986-994560-8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陳共銘 經典之最世界風味麵包全書
/ 陳共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烘焙
職人系列 ; 6) .-- ISBN 978-986-994561-5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黃威達 極上之味和風乳酪洋菓子 /
黃威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
系列 ; 4) .-- ISBN 978-986-99073-9-2
(平裝) NT$550
1.點心食譜 427.16
超萌感手作造型戚風 / 蔡蔧玲作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8 .-1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8-8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427.16
揉麵團 : Sammi 教你搞懂 5 種基礎麵
團,做出麵包、蛋糕、塔、泡芙、餅
乾一定要先學會的烘焙糕點! / 鍾莉
婷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3-8 (平
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糖藝薪傳 : 烘焙競賽作品集 / 戴士鈞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化,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432-96-5 (平裝) NT$480

1.點心食譜

427.16

每天都想動手做!嚴選美味日式便當
150 款 / 長谷川りえ著 ; 曹茹蘋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3-1 (平裝)
1.食譜 427.17
補充特定營養素.全植物健康料理 :
60 道豐盛蔬食,為你打造營養均衡的
美味餐桌 / 高韻均, 蕭煜達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9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02-4 (平裝)
NT$420
1.素食食譜 2.健康飲食 427.31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 學/
術科教戰指南 / 蘇涵瑜等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8-9 (平裝) NT$490
1.飲料 2.考試指南 427.4
自宅裡的四季奶茶時光 / 李周弦
(이주현)著 ; 徐小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9 .-- 17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77-900-0 (平裝)
1.茶食譜 2.點心食譜 427.41
咖啡的一切 : 咖啡迷完全圖解指南 /
河寶淑, 趙美羅著 ; 高毓婷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奇 光 , 遠 足 文 化 ,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74-1-3 (平裝) NT$400
1.咖啡 427.42
零基礎 3D 立體拉花 / 劉昱萱(小仙),
彭宣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
文化, 10908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85-5-8 (平裝)
1.咖啡 427.42
開家賺錢的冰品專賣店 / 吳佩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041-3-4 (平裝) NT$370
1.冰 2.點心食譜 3.商店管理 427.46
食物搭配風味學 : 70 種食材 x14 種
風味,十萬種究極風味組合,世界頂尖
主廚精進廚藝的搭配聖經 / 彼得.庫
奎特, 伯納德.拉烏斯, 喬翰.朗根畢克
著 ; 洪慈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10 .-- 384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07-190-5 ( 精 裝 )
NT$1200

1.食物 2.食譜

427.6

兒童床邊的經濟學家 : 父母最關鍵
的教養決策 / 艾蜜莉.奧斯特(Emily
Oster)著 ; 廖建容翻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059) .-ISBN 978-986-5535-65-0 ( 平 裝 )
NT$420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
創傷發生的太早 : 放下愛無能、自
責、敵意與絕望,找回安全感與存在
感 / 李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
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vision ; 199) .-- ISBN 978-986-406-2010 (平裝) NT$30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精神分析 428

1.永續農業 2.環境保護 3.食物
4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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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6-5 (上冊:平裝) NT$250
1.農業資源 430.8
陳希煌教授論文彙編集要 / 陳希煌
作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9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30 (平裝)
1.農業經濟 2.農業政策 3.產業發展
4.文集 431.07

循证泌乳全科学. I = Evidence-based
lactation profession level 1 / 王淑芳等
编着 .-- 花蓮縣吉安鄉 : 維兒國際,
10909 .-- 251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
循 證 泌乳 全 科 學 .-- ISBN 978-98698442-1-5 (平裝)
1.母乳餵食 2.泌乳 428.3

傳統農業轉型生態園區、多角化經
營與商業模式之研究 =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cological park, diversified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model-taking Tianyuan
Yiyang Ecological Heal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as a case study : 以天元一
炁生態養生文創園區為案例探討 /
王 鎮 皇 (Chen-Huang Wang)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人 物 管 理 顧 問 ,
10908 .-- 194 面; 30 公分 .-- (瑞士歐洲
大 學 管 理 叢 書 ) .-- ISBN 978-98699437-0-3 (精裝) NT$360
1.農業經營 2.個案研究 3.中國
431.23

0-6 歲好眠寶典 : 搞定小孩子,爸媽好
日子 / 吳家碩, 王佑筠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Care ; 54) .-- ISBN 978-95713-8365-1 (平裝) NT$400
1.育兒 2.睡眠 428.4

農民ヘ靠山 : 苗栗農田水利會 20102020 成果紀實 / 楊織郡執行編輯 .-苗栗市 : 苗栗農田水利會, 10909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5-4 (平裝)
1.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431.53

天使寶寶與惡魔幼兒 : 蒙特梭利式
的翻轉教育 / 胡郊仁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9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8-3 (平裝) NT$36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8

除草劑生理學 / 王慶裕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8-5 (平
裝) NT$500
1.農藥 433.733

兒童衛教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9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4-5 (平裝) NT$12
1.育兒 2.衛生教育 3.手冊 428.026

農業
身土不二,從吃開始 : 尋找善待人與
土地的好食物 / 寫寫字採編學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Taiwan style ; 63) .-ISBN 978-957-32-8859-6 ( 平 裝 )
NT$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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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生物在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
討 會 論 文 輯 = Proceeding of
symposium on application of beneficial
organisms in crop nutrient management /
郭雅紋等主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
村鄉 : 農委會臺中農改場, 10908 .-16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4-6 (平裝) NT$300
1.農作物 2.肥料 3.有益生物 4.文集
434.207
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年報.
民國 108 年 / 林勝冨, 李思慧, 劉明宗

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種
苗場, 10909 .-- 1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0-8 (平裝) NT$250
1.植物育種 2.植物繁殖 434.28

少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1-1 (平裝)
1.系統工程 2.系統管理 440

簡單種綠色植物 : 植物殺手也能養
活的紓壓盆栽 /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908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061-5-9 (平裝) NT$220
1.盆栽 2.園藝學 435.11

基礎工程力學 / 陳惠華, 王傑兒作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8 .-244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 土 木與 建 築 群 .-- ISBN 978-9865531-12-6 (下冊:平裝)
1.工程力學 440.13

公園綠地樹木害蟲與維護管理 / 唐
立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9-2 (平裝) NT$360
1.樹木病蟲害 436.34

中國古代黑科技 : 古人比你想得更
厲害 / 齊欣, 崔希棟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7-7 (平裝) NT$299
1.發明 2.歷史 440.6

小動物輸液學 / 林政毅等作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 109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60 (平裝)
1.獸醫學 2.藥理學 3.輸液治療
437.23
黑貓奇緣 : 笑中有淚、淚中有愛,全
臺黑貓的動人紀實 / 賴碧麗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釀生活 ; 2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6-7 (平裝)
NT$450
1.貓 2.文集 437.3607
漁業小兵見聞錄 / 謝藩東著 .-- 第一
版 .-- 基隆市 : 謝藩東, 10908 .-- 2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17 (平裝) NT$450
1.漁業 2.臺灣 438.093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年報. 2019
/ 繆自昌等編輯 .-- 高雄市 : 農委會漁
業署, 109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5-3 (平裝) NT$15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438.21061

工程
工程師的思考法則 / 約翰.庫本納斯
(John Kuprenas) 作 ; 馬修. 佛德列克
(Matthew Frederick)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6-2 (平裝) NT$320
1.工程學 2.土木工程 440
網站可靠性工程規範手冊 : 導入 SRE
的實用方法 / Betsy Beyer 等原著 ; 江

專利法 / 陳龍昇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0-8 (平裝) NT$500
1.專利法規 440.61
我國專利制度之研究 / 陳文吟著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44 (平裝) NT$450
1.專利 2.中華民國 440.633
建築設計這樣做 / 鄭晃二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2-9 (平
裝) NT$350
1.建築 2.設計 441.3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 BIM. 基礎篇 =
Learning BIM through project exercise :
basics / 謝尚賢等著 .-- 增訂二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9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411-5 (平裝) NT$470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臺中市市定古蹟原梧棲官吏派出所
及宿舍群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工作報
告書 / 陳柏年執行主持 .-- 第一版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處, 10908 .-8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19-5 (平裝) NT$1500
1.公共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臺中市 441.41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
攻略. 一, 法規摘要彙編 / 晨興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
室, 10910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01-7-1 (平裝)
31

1.營建法規

441.51

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照
必讀<<法規篇>> / 郭珮汝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400 面;
26 公分 .-- (Designer class ; 11) .-- ISBN
978-986-408-631-3 (平裝) NT$750
1.營建法規 2.室內設計 3.施工管理
441.51
建築估價. 工程數量計算編 / 李健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909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08-5 (平裝) NT$450
1.建築工程 2.工程估價 441.523
營建管理學 / 林金面編著 .-- 修訂十
一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908 .-- 43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963 (平裝) NT$450
1.營建管理 441.529
室內裝修木作常用施工大樣 / 鐘友
待, 鐘仁澤著 .-- 三版 .-- 高雄市 : 鐘
友待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8 .-- 4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7-9 (平裝) NT$68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3.室內設計
441.553
高野保光的優美住宅設計 / 高野保
光作 ; 李明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9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7-8 ( 平 裝 )
NT$900
1.房屋建築 2.室內設計 3.空間設計
441.58
彰化縣縣定古蹟大村武魁新厝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 / 賴意升計畫主持 .-第 一 版 .-- 彰 化 市 : 彰 縣 文 化 局 ,
10910 .-- 4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71-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174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彰化縣 441.59
建築照明研究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第五屆 /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建築照明學
會, 10910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92-4-6 (平裝)
1.照明設備 2.建築節能 3.文集
441.6507
*軌道機電系統導論 / 林仁生編著 .-高雄市 : 亞立欣科技, 10908 .-- 2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47-2-5 (平
裝) NT$600
1.鐵路工程 2.捷運工程 3.機電整合
442.52
管路及進出口水力設計 / 許勝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76 (平裝) NT$480
1.水利工程 443.14
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工程調查
及規劃 =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of
groundwater rehabilitation project in
Meinong, Kaohsiung / 楊銘賢編著 .-初 版 .-- 臺 中 市 : 水 利 署 水 規 所 ,
10908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7-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000
1.地下水 2.水資源管理 3.高雄市美
濃區 443.86
台灣漁船 : 一種台灣原生創作的發
展、設計與使用 = Fishing boats of
Taiwan
:
their
history,unique
design,construction and use / 李 鳳 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66-4 (平裝) NT$499
1.漁船 2.設計 3.歷史 4.臺灣
444.560933

汽車空調原理與實習 / 蔡燕山編著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08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2-0 (平裝)
1.汽車 2.空調工程 3.空調設備
447.145
汽車原理. 底盤篇 / 劉耀東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6-9 (平裝)
1.汽車工程 2.汽車底盤 447.151
航空器概論 / 毛嘉聖編著 .-- 三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10-1 (平
裝)
1.航空工程 447.5
牽電點燈 : 逐布踏實的配電大業 =
Taipower glittering story of diligent
operation / 蕭景文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電, 10910 .-- 232 面; 23 公分 .-(台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 ; 9) .-- ISBN
978-986-533-068-2 (精裝) NT$350
1.台灣電力公司 2.電力事業 3.歷史
448.0933

機構學 / 鄭偉盛, 許春耀編著 .-- 第五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5-8 (平裝) NT$380
1.機構學 446.01

牽電點燈 : 集光發熱的用電服務 =
Taipower glittering story of diligent
operation / 楊菁菁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電, 10910 .-- 232 面; 23 公分 .-( 台 電 電 力 文 化 資 產 叢 書 ; 10) .-ISBN 978-986-533-066-8 ( 精 裝 )
NT$350
1.台灣電力公司 2.電力事業 3.歷史
448.0933

車床實習. III / 陳國俊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14 (平裝)
1.車床 446.8923

輸配電學 / 楊天賜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8-4 (平
裝)
1.輸配電工程 2.電力配送 448.3

車床實習. Ⅳ / 陳國俊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06 (平裝)
1.車床 446.8923

電子學 /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
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 10909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193-6 (下冊: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子學 448.6

轉動世界的小發明 : 螺絲釘與螺絲
起子演化的故事 / 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著 ; 吳亞光譯 .-- 四版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39-5 (平裝)
NT$360
1.螺絲起子 2.螺釘 446.8975

電子學實習 / 楊明豐, 王儒彬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0909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18-6 (下冊:平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3.實驗 448.6034
超端智慧型高畫質視訊監控系統應
用 / 潘國輝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
石數位, 10909 .-- 736 面; 23 公分 .-32

ISBN 978-986-500-489-7 ( 平 裝 )
NT$890
1.監視系統 2.安全設備 448.9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暨所屬機關研
究計畫成果彙編. 108 年度 / 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原能會, 10910 .-- 3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1-1 ( 平 裝 )
NT$250
1.核能 2.能源安全 3.核能廢料
449.07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給水工程 =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
黃政賢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1-2 (平裝)
1.給水工程 445.2
極度地球 / 克里夫.傑福(Clive Gifford)
作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910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47-3 (精裝)
1.環境教育 2.環境保護 445.9
空氣汙染與控制 = Air pollution and its
control / 陳維新編著 .-- 十六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909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8-1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445.92
慈濟環保三十 : 用鼓掌的雙手做環
保 / 釋證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靜
思人文, 10908 .-- 3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744-6-5 (精裝)
1.環境保護 2.佛教說法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化工裝置實習. 上 / 顧永傑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8 .-- 244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化工群 .-- ISBN 978-986-5531-13-3 (平
裝)
1.化工裝置 460.21
中級食品品保工程師 : 食品工廠管
理(Q) / 鄭清和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復文圖書, 10909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31-17-1 (平裝)
1.食品工業 2.工廠管理 463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 劉建功等編著 .- 三 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

109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9-3 (平裝) NT$450
1.食品工業 2.工廠管理 463
食品品保管理 / 鄭清和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8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1-140 (平裝)
1.食品工業 2.品質管理 463
食品科學概論 / 黃馬克, 李明怡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9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1-1 (平裝)
1.食品科學 463
発酵的科學 : 美味學中具關鍵性的
一門課 : 從飲食文化、微生物學到
發酵食品的美味機制全解析 / 中島
春紫著 ; 洪潔欣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知
的! ; 173) .-- ISBN 978-986-5529-62-8
(平裝) NT$450
1.醱酵工業 2.食品工業 3.食品微生
物 463.8
mase23.9°N : 源成七界內客家酒莊 /
許佩玟, T 大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客
家委員會, 10909 .-- 132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4-16-8 (平裝)
NT$250
1.葡萄酒 2.產業發展 3.客家 4.彰化
縣二林鎮 463.814
世 界 葡 萄 酒 地 圖 / Hugh Johnson,
Jancis Robinson 作 ; 呂揚等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4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5-1 (精
裝) NT$2800
1.葡萄酒 2.製酒 463.814
商業人士必備的紅酒素養. 2 : 頂級葡
萄酒的知識與故事 / 渡辺順子著 ; 黃
雅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Biz ;
343) .-- ISBN 978-986-5548-14-8 (平裝)
NT$399
1.葡萄酒 463.814
酒徒之書 / 邱德夫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寫樂文化, 10909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96-3-5 (平裝)
1.威士忌酒 2.酒業 3.品酒 463.834
柴燒. 2 / 陳威恩著 .-- 初版 .-- 新竹縣
新豐鄉 : 恩美加文化, 10908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4-0-5 (平
裝)

1.窯業 2.陶瓷工藝

464

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 50 周年
特刊 = Taiwan Dyestuffs & Pigments
Industrial Association / 台灣染料顏料
工業同業公會企劃編輯 .-- 臺南市 :
天晴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台灣染料顏
料工業同業公會發行,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002-5-7 (精
裝) NT$800
1.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
465.06
化粧品調製學 / 陳玉芬, 張乃方, 吳姵
萱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908 .-- 4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3-0 (平裝) NT$500
1.化粧品 466.7

製造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
教 本 (110 年 啟 用 試 題 ) : Windows
10+Fedora Core 20+CentOS /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2-7 (平裝)
1.電腦硬體 2.電腦維修 471.5
ESP32 微處理機實習與物聯網專題
製作含 AMA 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
/ 劉政鑫, 莊凱喬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2-6 (平裝)
1.微處理機 2.物聯網 471.516
用主題範例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
使 用
mBot
機 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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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9-0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設計 471.516
微處理器 : C 語言與 PIC18 微控制器
/ 曾百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7-7 (平裝) NT$500
1.微處理機 2.組合語言 471.516
印 前製 程乙級 檢定 術科應檢 寶典 .
2020 版 /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4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5953 (平裝)
1.印刷術 2.問題集 47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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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GMALION 令人心醉惑溺的女性
人物模型塗裝技法 / 田川弘作 ; 楊哲
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10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0-7 (平裝) NT$40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茶與生活 = The living art of tea / 林獻
堂主編 .-- 南投縣鹿谷鄉 : 南投縣鹿
谷鄉農會, 10908 .-- 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399-0-4 ( 平 裝 )
NT$200
1.茶葉 2.茶藝 3.臺灣 481.6
窮究台灣茶 : 如何選購、享受台灣
茶 / 池上麻由子著 ; 連雪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生活樹系列 ; 83) .-ISBN 978-986-507-194-3 ( 平 裝 )
NT$380
1.茶葉 2.茶藝 3.臺灣 481.6
君不可一日無茶 : 中國茶文化史 / 王
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7-6 ( 平 裝 )
NT$420
1.茶葉 2.文化 3.歷史 4.中國
481.609
餐廳開發與規劃 / 陳柏蒼, 蔡毓峯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10 .-- 544 面; 26 公分 .-- (餐飲旅館
叢書) .-- ISBN 978-986-298-353-9 (精
裝) NT$700
1.餐飲業管理 2.餐廳 483.8
Esports 全攻略. I, 電子競技面面觀 /
李珈慧, 周奕傑, 柯光隆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27 (平裝)
1.網路產業 2.電腦遊戲 3.線上遊戲
484.6
Esports 全攻略. II, 電競企劃師養成術
/ 李珈慧, 周奕傑, 柯光隆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34 (平裝)
1.網路產業 2.電腦遊戲 3.線上遊戲
484.6
遊戲設計與電競運動概論 / 胡昭民,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908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512-0 (平裝)
1.網路產業 2.電腦遊戲 3.線上遊戲
484.6
Taiwan 數 位 內 容 產 業 年 鑑 . 109 =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n Taiwan / 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撰 .-- 初版 .-臺北市 : 工業局, 10908 .-- 32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5-1 (平裝)
NT$1200
1.電腦資訊業 2.年鑑 484.67058
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 2020 / 朱
師右, 韓揚銘, 童啟晟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出版 : 經濟部技
術處發行, 10909 .-- 170 面; 30 公分 .- 經濟部技術處 109 年度專案計畫 .-ISBN 978-957-581-804-3 ( 平 裝 )
NT$6000
1.電腦資訊業 2.年鑑 484.67058
資訊硬體產業年鑑. 2020 / 許桂芬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909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2-9 (平裝) NT$6000
1.電腦資訊業 2.年鑑 484.67058
智慧製造與機器人應用發展趨勢 =
Smart manufacturing / 李亦晴等作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908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50 (平裝) NT$12000
1.製造業 2.人工智慧 3.機器人 4.產
業發展 487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0 / 紀翔瀛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8 .-- 37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6-5 (平
裝) NT$3500
1.金屬製品工業 2.年鑑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0, 手工具篇 /
洪雪娟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8 .-- 1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3-4 (平裝) NT$1000
1.金屬製品工業 2.年鑑 3.手工具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0, 水五金篇 /
陳怡靜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
心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發行,
10908 .-- 11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5-8 (平裝) NT$1000
1.金屬製品工業 2.年鑑 3.五金業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0, 模具篇 / 楊
瑞雯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屬中心,
10908 .-- 6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52-4-1 (平裝) NT$1000
1.金屬製品工業 2.年鑑 3.模具
487.205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0, 螺絲螺帽
篇 / 紀翔瀛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金
屬中心, 10908 .-- 81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9352-2-7 ( 平 裝 )
NT$1000
1.金屬製品工業 2.年鑑 3.牢繫物
487.2058

商學

書 ; 21) .-- ISBN 978-986-99077-3-6 (平
裝) NT$960
1.中級會計 495.1
中 級 會 計 學 新 論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林蕙真著 .-- 第十版 .-- 臺
北市 : 証業, 10908 .-- 冊 .-- (正業會審
專業叢書 ; 第 2 號) .-- ISBN 978-98699077-1-2 ( 上 冊 : 平 裝 ) NT$800 .-ISBN 978-986-99077-2-9 (下冊:平裝)
NT$800
1.中級會計 495.1
高等會計學 / 蔡彥卿, 阮瓊華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8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162 (平裝)
1.高級會計 495.1

中國跨境電商 : 政策與實務 / 涂玉華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2-5 (平裝)
NT$500
1.電子商務 2.中國 490.29

會計學 : 理論與應用 / 李宗黎, 林蕙
真著 .--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証業,
10908 .-- 750 面; 26 公分 .-- (正業會審
專業叢書 ; 第 11 號) .-- ISBN 978-98699077-0-5 (平裝) NT$760
1.會計學 495.1

創新電商行銷概論 / 連章宸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連章宸, 10908 .-- 4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53 (平裝)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490.29

財務報表分析 =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 謝劍平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謝劍平出版 : 元照總經銷, 10909 .-5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3-9 (平裝) NT$62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7, 成功
的事業來自於專注與定位 / 林玉卿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36-4-4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勇氣的力量 : 16 位成功翻轉人生的
創業家 / 鄭銀瑞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知識流,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EMBA ; 5) .-- ISBN 978-986-88263-97 (平裝) NT$380
1.企業家 2.傳記 3.創業 4.企業經營
490.99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
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滿分題庫 / 林惠
貞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8 .-- 4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20-086-2 (平裝)
1.會計 495
中級會計學 : 理論與應用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林蕙真著 .-第八版 .-- 臺北市 : 証業, 10909 .-1020 面; 26 公分 .-- (正業會審專業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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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管理會計 = Cost and managerial
accounting / 陳敏齡編著 .-- 六版 .-- 新
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8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7-2 (平裝)
1.成本會計 2.管理會計 495.71
AI 行銷學 : 為顧客量身訂做的全通
路轉型策略 / 拉斯穆斯.賀林(Rasmus
Houlind), 科林.謝爾(Colin Shearer)著 ;
李芳齡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697) .-- ISBN 978986-5535-64-3 (平裝) NT$500
1.行銷學 2.人工智慧 496
Telegram 行動行銷 / 劉滄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10 (平裝)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行銷管理 : 理論解析與實務應用 / 曾
光華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8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27-8-7 (精裝)
1.行銷管理 496

行銷管理 : 實務與應用 / 劉亦欣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7-2 (平裝) NT$490
1.行銷管理 496
行銷學原理 =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
曾光華, 饒怡雲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9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5-1-0 (平裝)
1.行銷學 496
事件行銷概論 : 原理與應用 / 林隆儀,
張釗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1-5 (平裝) NT$390
1.公關活動 2.行銷管理 496
品牌行銷與管理 / 戴國良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0-5 (平
裝) NT$450
1.品牌行銷 2.行銷學 496
策 略 品 牌 管 理 / Kevin Lane Keller,
Vanitha Swaminathan 著 ; 楊景傅, 徐世
同編譯 .-- 五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6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6-1 (平裝)
1.品牌行銷 2.行銷策略 496
超圖解行銷個案集 : 成功實戰個案
分析 / 戴國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2-2 (平裝) NT$300
1.行銷管理 2.個案研究 496
當紅直播主的 10 堂必修課 / 許湘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355-2 (平裝)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3.網路社群
496
數位行銷 / 戴國良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22-214-7 ( 平 裝 )
NT$450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社群
496
成為經典 : 長銷商品的祕密 /
NAGAOKA KENMAI 作 ; 西山薰編
著 ; 陳美瑛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0 .-- 24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524-051-6 (平裝)
1.商品 2.產品設計 3.行銷策略
496.1

銷售戲精 : 面對滿口幹話的奧客,業
務內心小劇場大爆發 / 徐書俊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4-6 (平裝) NT$370
1.銷售 2.銷售員 3.職場成功法
496.5
讓訂閱制更長久的超級會員經濟 :
扭轉一次性銷售困境,打造永久鎖住
顧客的頂尖商業模式 / 蘿比.凱爾曼.
巴克斯特(Robbie Kellman Baxter)著 ;
曹嬿恆, 吳慧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749) .-- ISBN 978-986477-903-1 (平裝) NT$430
1.顧客關係管理 2.銷售管理 496.5
奧客心理學 : 對付顧客這種生物,請
灌他一碗行銷迷湯 / 溫亞凡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05-3 (平裝) NT$360
1.顧客關係管理 2.顧客服務 3.消費
心理學 496.7
物流管理 / 葉清江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2-6 (平裝)
NT$580
1.物流業 2.物流管理 496.8
廣告學 = Advertising / 蕭富峰, 張佩娟,
卓峰志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464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404-6 (平
裝) NT$650
1.廣告學 497
廣告心理學 : 消費者洞察觀點 = 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 consumer
insight / 許安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廣告公關系列) .-- ISBN 978-986298-354-6 (平裝) NT$350
1.廣告心理學 2.消費心理學 497.1
門市服務 : 乙級檢定創意 Q & A.
Level B certified technician skill test of
chain store service : Q & A / 羅應浮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476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ISBN 978-957-511-405-3 ( 平 裝 )
NT$550
1.商店管理 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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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
台灣中小企業管理個案集系列. 1 / 李
仁祥等作 ; 陳昭宏, 鍾從定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909 .-- 4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2-5 (平
裝)
1.中小企業管理 2.個案研究 3.臺灣
494
何必獅吼 : 如何運用專業領導在企
業叢林中昂首闊步 / 黛柏拉.班頓著 ;
楊亞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
化, 10909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92-9 (平裝) NT$380
1.企業管理 2.職場成功法 494
高管背景與企業發展 : 金融化、創
新性與經營績效 / 黎春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08 .- 1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6-3 (平裝) NT$360
1.企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高階管理
者 494
基業長青 : 高瞻遠矚企業的永續之
道 / 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 傑瑞.薄
樂斯(Jerry I. Porras)合著 ; 齊若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424
面; 21 公分 .-- (實戰智慧館 ; 485) .-ISBN 978-957-32-8861-9 ( 平 裝 )
NT$500
1.企業管理 2.組織管理 3.個案研究
494
國 際 專 案 管 理 知 識 體 系 4.0 =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 社團法人台灣專案管
理學會編輯委員會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臺灣專案管理學會, 10909 .-- 299
面; 26 公分 .-- (專案管理叢書 ; 401) .- ISBN 978-986-87482-6-2 ( 平 裝 )
NT$450
1.專案管理 494
絕對高分!鐵路企業管理大意 / 高芬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8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93-0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超圖解企業管理成功實務個案集 /
戴國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6-8 (平裝) NT$390
1.企業管理 2.個案研究 494

跨 文 化 溝 通 與 管 理 =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 李陳
國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
國際, 10909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4-1 (平裝) NT$600
1.國際企業 2.企業經營 3.組織管理
4.跨文化傳播 494
管理學 :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觀念 / 蔡
敦浩, 李慶芳, 陳可杰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9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78-1-9 (平
裝)
1.管理科學 494
遠距工作這樣做 / 鄭伊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13-4 ( 平 裝 )
NT$320
1.企業管理 2.電子辦公室 494
BCG 頂尖顧問最強決策分析模型 :
讓你思路清晰、戰勝風險,明智抉擇
的 12 種策略 / 賽門.穆勒, 朱莉亞.達
爾著 ; 黃庭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10 .-- 25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19-20-9 (平裝)
NT$380
1.決策管理 494.1
OODA 循環思考(入門) : 讓你瞬間做
出判斷、即刻行動的技術 / 入江仁
之著 ; 黃姿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69-6 (平裝) NT$300
1.決策管理 2.企業管理 3.思考
494.1
科技創新管理 / Melissa A. Schilling
作 ; 李亭林編譯 .-- 六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09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52-0 (平裝)
1.科技管理 2.策略管理 3.決策管理
4.創意 494.1
品牌新思維 : 掌握趨勢、突破挑戰
的六堂經營課 / 國立中山大學舊振
南品牌研究中心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林芬慧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發行,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7991-0 ( 平 裝 )
NT$420
1.商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品牌行銷
4.行銷策略 494.1

品牌新價值 : 強化競爭力、塑造新
商機的七堂實戰課 / 國立中山大學
舊振南品牌研究中心編著 .-- 初版 .-高雄市 : 林芬慧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
印書館發行, 109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006-0 (平裝)
NT$420
1.商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品牌行銷
4.行銷策略 494.1
席夢思 : 百年美眠巨擘傳奇 / 傅瑋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9 .-- 212 面; 23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710) .-- ISBN 978-986-553563-6 (精裝) NT$480
1.席夢思公司(Simmons) 2.企業經營
3.傳記 494.1
麥肯錫情緒處理與菁英養成法 : 為
什麼從這家公司出來的人,都這麼強?
/ 高杉尚孝著 ; 劉錦秀譯 .-- 二版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Biz ; 332) .-- ISBN 978-9865548-10-0 (平裝) NT$340
1.企業管理 494.1
商業模式創新 =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 / 李陳國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奇果創新國際, 10909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3-4 (平
裝) NT$500
1.商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策略規劃
494.1
圖解 3000 年經典戰略 : 38 篇智慧結
晶,人生規劃術 x 職場競爭力一次掌
握 / 鈴木博毅著 ; たきれい繪 ; 李其
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好想法 ;
28) .-- ISBN 978-986-248-913-0 (平裝)
NT$350
1.商業管理 2.策略規劃 494.1
夢想 : 世界共同的頻率: DSC 總裁
David Chin 穿越白色巨塔的初衷力 /
David Chin 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3-1 (平裝) NT$420
1.創業 2.傳記 3.成功法 494.1
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 有話就說,別讓
沉默扼殺了你和團隊的未來 / 艾美.
艾德蒙森(Amy C. Edmondson)著 ; 朱
靜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ISBN 978-986-398-596-9 (平
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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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管理 2.組織心理學

494.2

你會問問題嗎? : 問對問題比回答問
題更重要!從正確發問、找出答案到
形成策略,百位成功企業家教你如何
精準提問,帶出學習型高成長團隊 /
Michael J. Marquardt 著 ; 方吉人, 黃亦
安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企畫
叢書 ; FP2138Y) .-- ISBN 978-986-235862-7 (平裝) NT$350
1.企業領導 2.領導者 3.溝通 494.2
知識管理理論與實務 / 黃廷合, 吳思
達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3-3 (平裝) NT$500
1.知識管理 494.2
當責主管就要做這些事 : 交辦用錯
力,當然事倍功半!讓部屬自動自發、
服你、挺你的下指令訣竅 / 伊庭正
康著 ; 陳畊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足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職場方舟 ; 15) .-- ISBN
978-986-99313-3-5 (平裝) NT$38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薩提爾教練模式 : 學會了,就能激發
員工潛力,讓部屬自己找答案! / 陳茂
雄, 林文琇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18) .-- ISBN 978-986398-597-6 (平裝) NT$350
1.組織管理 2.企業領導 494.2
解析人力資源管理 / 楊美玉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圖像學習系列) .-ISBN 978-986-98227-9-4 (平裝)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48 天找到你愛的工作 / 米丹恩(Dan
Miller)著 ; 屈貝琴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8-744-6 (平裝)
1.職場 2.工作滿意度 3.生涯規劃
494.35
NBA X MBA : 36 位 NBA 巨星球場上
的職場生存和自我管理智慧 / 紀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認真職場 ; 9) .-- ISBN 978-98698588-7-8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運動員 3.籃球
494.35

成為長官疼愛、同事親近、後輩景
仰的成功女子! / 關下昌代作 ; 黃筱
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0911 .-- 1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5-1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女性 494.35
我的夢想是辭職 : 療癒系社畜加油
手 冊 = 내 꿈은 퇴사다 / 朴 詩 恩
(박시은)著 ; 梁如幸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堡壘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Self-heal ; 2) .-- ISBN 978-98698741-9-9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爬上頂點的男人 課長止步的男人 /
森本千賀子作 ; 沈俊傑譯 .-- 初版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687-92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9-0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分 .-- ISBN 978-986-522-229-1 (平裝)
NT$420
1.品質管理 494.56

職場三缺一 : 公司不能沒有我 / 吳麗
娜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全方位學
習系列 ; 75) .-- ISBN 978-986-453-1288 (平裝) NT$2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風險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鄭燦堂著 .- 十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43 (平裝) NT$620
1.風險管理 494.6

職場不友善,你該怎麼辦 : 寫給年輕
人的就業 X 加薪 X 升遷祕笈! / 楊仕
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6-9 ( 平 裝 )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知識,可以這樣賣! / 劉恭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8-9 (平
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知識管理 494.35

OJT 讓員工成為即戰力 : 雙向溝通建
立信賴感,讓員工自動在線,不再輕易
提離職! / 松下直子著 ; 李友君譯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發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9-3-7 (平裝)
NT$320
1.在職教育 2.教育訓練 3.職場成功
法 494.386

從來就沒有懷才不遇 : 知道自己是
什麼咖,成為最夯的獵才目標 / 蔡賢
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2-2 ( 平 裝 )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國際會議規劃與管理 = International
meeting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柏
雲昌, 謝碧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 會 展 叢 書 ) .-- ISBN 978-986-298351-5 (平裝) NT$450
1.會議管理 494.4

創意思考的日常練習 : 深入觀察、
重視感受、活用直覺,好好鍛鍊右腦,
工作上一定用得到! / 內田和成著 ;
周紫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經營
管理 ; 164) .-- ISBN 978-986-99162-3-3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創造性思考 494.35

國際會議與會展產業概論 / 方偉達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2-4 (平裝) NT$400
1.會議管理 2.展覽 494.4

解答一萬個主管都煩惱的事 / 淺井
浩一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9-6-8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業務管理 3.組織管
理 4.管理者 494.35
隱藏優勢 : 職場庸庸碌碌到叱吒風
雲,從了解自己開始 / 崔英勝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生產與作業管理 : 整合觀點與創新
思 維 =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 陳德富編著 .-- 初版 .-臺中市 : 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
會, 10909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94-1-1 (平裝) NT$530
1.生產管理 2.作業管理 494.5
統計製程品管 / 鄭清和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1-157 (平裝)
1.品質管理 494.56
圖解品質管理 / 陳耀茂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344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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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證,正確又狡猾的簡報製作術
/ 越川慎司作 ; 黃詩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10 .-- 160 面; 21 公
分 .-- (Happy Learning ; 188) .-- ISBN
978-986-136-558-9 (平裝) NT$340
1.簡報 494.6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3 : 財務管理最
佳指南 : 現金流量才是關鍵,從財報
中找出變現潛力,10 堂課學會穩健成
長的獲利邏輯 / 林總著 ; 水元昭嗣繪 ;
江裕真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9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5-7 ( 平 裝 )
NT$350
1.管理會計 2.漫畫 494.74
資訊管理 : 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business
innovation & value creation / 吳仁和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77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ISBN 978-957-511-403-9 ( 平 裝 )
NT$750
1.資訊管理 2.資訊管理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中國歷代智庫體制之研究 : 隋唐前
的知識治理市場 / 林忠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3-6 (平
裝) NT$420
1.智庫 2.歷史 3.中國 500.92
設 施 管 理 名 詞 彙 編 = Glossary of
facility management / 林世俊彙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林世俊, 10908 .-- 13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7993-4 (平裝) NT$350
1.社會科學 2.詞典 504

統計

統計學 / 傅懷慧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2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470-2 (平裝)
NT$480
1.統計學 510
統計學 / 劉明德等編著 .-- 五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1-9 (平裝)
NT$450
1.統計學 510
統計學 : 方法與應用 / 林惠玲, 陳正
倉作 .-- 五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9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3-5 (上冊:平裝)
1.統計學 510
基礎統計學 = Basic statistics / 方世榮,
張文賢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8-5 (平裝附光碟片)
1.統計學 510
懶人圖解統計學 : 統整複雜數據,看
穿大數據背後真相 / 今野紀雄作 ; 陳
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
界 ; 251) .-- ISBN 978-986-5408-35-0
(平裝) NT$350
1.統計學 510
貝氏統計 : 原理與應用 / 邱皓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1-1 (平裝)
1.貝氏統計 511
統計分析入門與應用 : SPSS 中文版
+SmartPLS 3(PLS_SEM) / 蕭文龍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9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9-7 (平裝)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3.量性
研究 512.4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 /
國家發展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發會, 10908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2-8 ( 平 裝 )
NT$300
1.人口統計 2.臺灣 515.33
*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
105-106 年 / 社會福利處執行編輯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08 .-6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23-3 (平裝) NT$260
1.臺灣原住民 2.生命統計 516

教育
預備孩子的未來 : 準備迎向未來人
生的適應力、衡毅力與自我學習力 /
黛安.塔文納著 ; 劉嘉璐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 ; 216) .-ISBN 978-957-503-664-5 ( 平 裝 )
NT$380
1.教育 2.親職教育 3.學校教育 520
陶行知的教育哲學思想 =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oughts of
Heng-Chih Tao / 周俊良作 .-- 初版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3-9 (平
裝) NT$350
1.陶行知 2.教育哲學 3.學術思想
520.11
教育研究法 / 王文科, 王智弘著 .-- 十
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7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73 (平裝) NT$900
1.教育研究法 520.31
比較教育 / 楊思偉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0909 .-- 520 面; 23 公分 .-(教育行政系列 ; 41437) .-- ISBN 978986-191-924-9 (平裝) NT$600
1.比較教育 520.9
大腦如何精準學習 / 史坦尼斯勒斯.
狄漢(Stanislas Dehaene)著 ; 洪蘭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7322 (平裝) NT$450
1.學習方法 2.學習心理 3.腦部
521.1
素養導向的教學實務 : 教師共備觀
議課的深度對話 / 劉世雄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9-7 (平
裝) NT$320
1.教學研究 2.教學法 521.4
教學原理 : 理論、實踐與專業 / 林佩
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出版社, 10909 .-- 297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463-0-8 ( 平 裝 )
NT$350
1.教學理論 2.教學設計 3.教學法 4.
文集 521.407
未來想像教與學 / 林偉文編著 .-- 臺
北市 :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導航計畫辦公室, 10908 .-- 24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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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
育 系 列 ) .-- ISBN 978-986-5460-10-5
(平裝)
1.創造思考教學 2.想像 3.創造力
521.426
教育雙重奏 : 班級經營與創新教學 /
莊信賢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910 .-- 17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26-83-2 ( 平 裝 )
NT$250
1.班級經營 2.課程規劃設計 521.64
*臺北市劍潭國小十二年國教課程研
究專輯. 一 : 邏輯推理校定課程, 低年
級篇 / 李孟柔, 徐有慶, 黃怡珍撰稿 .- 臺北市 : 臺北市劍潭國小, 10907 .-160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7-0-6 (平裝)
1.國民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劃
設計 521.7
臺北市劍潭國小十二年國教課程研
究專輯. 二 : 邏輯推理校訂課程, 中年
級篇 / 李孟柔等撰稿 .-- 臺北市 : 臺
北市劍潭國小, 10908 .-- 18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7-1-3 (平裝)
1.國民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劃
設計 521.7
臺北市劍潭國小十二年國教課程研
究專輯. 三 : 邏輯推理校訂課程, 高年
級篇 / 李孟柔等撰稿 .-- 臺北市 : 臺
北市劍潭國小, 10908 .-- 223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7-2-0 (平裝)
1.國民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劃
設計 521.7
國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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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88-6 (平裝)
1.教師專業資格 522.1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 葉郁菁著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9 .-- 300
面; 23 公分 .-- (幼兒教育系列 ; 51) .-ISBN 978-986-191-922-5 ( 平 裝 )
NT$350
1.兒童發展 2.發展心理學 3.家庭社
會學 4.幼稚園 523.1
樂高小創客. 3, 打造齒輪機器人,奠定
STEAM 基礎 / KLUTZ 編輯團隊作 ;
魏嘉儀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0 .-- 64 面; 26 公分 .-- (益智

滴 ; 12) .-- ISBN 978-957-9529-64-8 (平
裝) NT$780
1.玩具 2.機械設計 3.兒童遊戲
523.15
幼兒教保概論 / 魏美惠著 .-- 初版 .-新北市 : 心理, 10909 .-- 300 面; 23 公
分 .-- (幼兒教育系列 ; 51) .-- ISBN
978-986-191-923-2 (平裝) NT$350
1.幼兒保育 2.學前教育 523.2
幼兒教保概論 / 蔡淑桂等合著 ; 張雯
雯總編輯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82-4 (平裝) NT$450
1.幼兒保育 2.學前教育 523.2
感覺統合 : 翻轉未來 : 透過早期鑑定
及因材施教創造未來 / 高麗芷著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8 .-17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161-626-1 (平裝) NT$320
1.幼兒保育 2.感覺統合訓練 523.2
用親子共讀,玩出 0-12 歲英語力 / 劉
怡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986-248-912-3 ( 平 裝 )
NT$400
1.英語教學 2.親職教育 3.學前教育
523.23
我的第一本認字書 : 動物自然篇 =
Mein erstes Bildwörterbuch : Tiere und
Natur / 周盈萱(Ying-Hsuan Chou)著 .-初版 .-- 新北市 : 周盈萱, 10909 .-- 94
面; 15X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3-7948-4 (平裝) NT$460
1.學前教育 2.識字教育 523.23
幼兒園教保行政管理與實務 : 幼兒
教育體系與運作觀點 / 蔡春美等著 ;
林敬堯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
理, 10909 .-- 520 面; 23 公分 .-- (幼兒
教育系列 ; 51210) .-- ISBN 978-986191-926-3 (平裝) NT$550
1.幼稚園 2.行政管理 3.學前教育 4.
幼兒保育 523.27
校本課程規劃的理論與實務 =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lanning :
theory and practice / 王文科等作 ; 林海
清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37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411-4 (平
裝) NT$450
1.教學研究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4.文集 523.307

成語閱讀測驗 / 賴慶雄著 .-- 二版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9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7-2 (平裝)
NT$280
1.漢語教學 2.成語 3.初等教育
523.31

自然究會. 2020 = The power of science
education / 王世杰等作 ; 胡秀芳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908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09-9 (平裝)
1.科學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6

這樣認字超好玩 / 幼福編輯部編 ; 張
睿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4-4 (精裝)
1.語文教學 2.識字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11

AI-FML 人機共學 / 李健興, 久保田直
行, 山口亨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6-0 (平裝)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機器人 4.
中小學教育 523.38

作文怪獸我最愛 / 林滿秋文 ; 劉鎮豪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文
堡 ; LC24R) .-- ISBN 978-986-5513-702 (平裝) NT$3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小學
教學 523.313

KODU 遊戲設計程式開發輕鬆玩 / 陳
美琪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1-0 (平裝) NT$380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動畫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靈光一閃 創意如泉湧-踏上文字心旅
行 :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第十三屆
/ 第十三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優勝
同學等作 ; 鄭曉帆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合報公司, 109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33-3-2 (平
裝) NT$35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中小學教育
523.313
精進閱讀力 : 從閱讀學會國中小必
備 60 個文法重點 / 周昱葳(葳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216 面; 23 公分 .-- (EZ 叢書館) .-ISBN 978-986-248-911-6 ( 平 裝 )
NT$360
1.英語教學 2.閱讀指導 3.語法 4.中
小學教育 523.318
數字驚奇大冒險. 2, 倍數的趣味 / 櫻
井進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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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 面; 21 公分 .-- (廣
泛 閱 讀 ) .-- ISBN 978-986-5503-77-2
(平裝) NT$32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生命教育 國小教學方案. 1 / 生命教
育課程編輯小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得榮社福基金會, 10908 .-11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5773-7-4 (平裝)
1.生命教育 2.教材教學 3.小學教學
5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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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跨領域實作教案 / 紀文昌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89-3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初等教育 523.38
深 入 淺 出 用 Microsoft Makecode
Arcade 玩程式設計第一次就上手 : 使
用 Wifiboy Arcade 編程學習遊戲機 /
康文耀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23-114-9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動畫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我是幸福魔法師. 上冊, 小學生最佳
社交情緒進階課程 / 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
教, 10908 .-- 140 面; 30 公分 .-- (EQ 魔
法學校 ; 第 3 集) .-- ISBN 978-98696832-2-7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650
1.情緒教育 2.小學課程 523.49
教室 high 課 : 班級經營 100 招 / 賴秋
江, 曾冠蓉, 許碧月合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天衛文化,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22-5 (平裝)
NT$300
1.班級經營 2.初等教育 523.7
圖解學校輔導工作 / 邱珍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8-0 (平
裝) NT$280
1.學校輔導 2.中小學教育 523.7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 徐弘縉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7-4 (平裝)
1.國文科 2.中等教育 524.31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 程兆龍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 10908 .- 312 面; 30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 ISBN 978-98698310-3-1 (平裝) NT$480
1.微處理機 2.中等教育 524.375
進階程式設計 : 使用 Python、C++ /
任鏡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9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8-0 (平裝)
1.電腦教育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C(電腦程式語言) 4.中等教育
524.375
贏戰素養閱讀 : 高中英文閱讀養成
必備 / Ignace 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
科技, 10908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6-8 (平裝)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北漂 192 小時 /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
級中學第十五屆人文及社會科學資
優班全體學生作 .-- 臺北市 : 北市中
山女中,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59-15-4 (平裝)
1.中等教育 2.校際交流 3.遊記 4.北
京市 524.39
以雙層次測驗為基礎的數位遊戲學
習模式 : 企業倫理課程之實踐 / 陳哲
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哲斐,
10908 .-- 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4-9 (平裝) NT$197
1.商業倫理 2.數位學習 3.高等教育
525.3
高教深耕的課程教學之實踐與創新 /
黃政傑等合著 ; 吳俊憲, 黃秀霜, 陳惠
萍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3-0 (平裝) NT$28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劃
設計 525.3
數位文創之理論與實務 / 蔡輝振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8 .-- 200 面; 23 公分 .-- (數位教材
叢書 ; 221) .-- ISBN 978-957-9119-87-0
(平裝) NT$580

1.高等教育 2.數位學習 3.文化行銷
525.3
教育中的批判民族誌 : 經典導讀、
重點評析與在地對話 / 王儷靜等著 ;
楊巧玲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2-598-3 (平裝) NT$380
1.高等教育 2.研究方法 3.文集
525.307
生涯發展與職業倫理 / 黃昌誠等作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0-2 (平裝)
1.通識教育 2.生涯規劃 3.職業倫理
4.高等教育 525.33
自然中正. 2 = CCU nature. II / 陸維元
撰文 .-- 嘉義縣民雄鄉 : 中正大學通
識中心, 10909 .-- 16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9193-2-6 (精裝)
1.通識教育 2.生態教育 3.高等教育
525.33
朝陽科技大學紀念何孟興教授勞作
教育徵文得獎作品. 108 學年 / 黃翠
芬主編 .-- 臺中市 : 朝陽科大通識教
育中心, 10909 .-- 1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631-50-5 (平裝)
1.通識教育 2.生活教育 3.高等教育
4.文集 525.3307
遠方有夢.飛翔 / 王靖婷等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28 (平裝) NT$300
1.大學生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25.619
復興崗新聞人. 109 年版 / 王明我等
採訪撰文 ; 楊鴻博總編輯 .-- 臺北市 :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10909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874-7-0 (平
裝) NT$500
1.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
2.文集 525.833/101
我們一起走過 : 中國醫藥大學 2020
COVID-19 校園抗疫記實 / 林正介等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醫藥大學,
10909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6778-70-4 (平裝) NT$360
1.中國醫藥大學 2.傳染性疾病防制
525.833/115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09 學年度 =
New faculty handbook / 林良恭總編
輯 .-- 臺中市 : 東海出版中心, 10909 .40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8057-8 (平裝)
1.東海大學 2.大學行政 3.大學教師
4.工作說明書 525.833/115
精彩紛呈. 2020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著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08 .- 2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657-6-0 (精裝)
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525.833/131
教育政策與發展策略(吳清基教授七
十大壽論文集) / 吳清基等合著 ; 吳
清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368 面; 23 公分 .-- (教育新議
題叢書 ; 8) .-- ISBN 978-986-522-223-9
(平裝) NT$480
1.教育政策 2.教育發展 3.文集
526.1107
教育法與教育人權 / 李仁淼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5-7 (平
裝) NT$580
1.教育法規 2.論述分析 3.教育行政
526.233
臺北市國小教務工作指引 : 教務的
超人旅程 / 劉碧賢等編撰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6-1 (平裝)
1.教務 2.學校管理 3.學校行政 4.小
學 527.1
永遠的十三歲 : 瑪莉詠,以生命控訴
霸凌者的法國女孩 / 諾拉.弗雷斯
(Nora Fraisse), 賈桂林.雷米(Jacqueline
Remy)作 ; 黃琪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30-5 (平裝) NT$300
1.學校安全 2.校園霸凌 3.網路霸凌
527.59
自學手冊 : 邁向自我創化的旅程 / 宋
沁 等 作 .-- 臺 北 市 : 政 大 教 育 系 ,
10909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02-4-6 (平裝)
1.自主學習 2.在家教育 528.1
班級讀書會精選輯. 2019 / [臺中市明
德高級中學]各班班級讀書會小組成
員 著 .-- 臺 中 市 : 中 市 明 德 高 中 ,
10909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256-2-3 (平裝)
1.讀書會 528.18
好好說話很難嗎?娃娃猴給父母的溝
通「馭」兒手札 / 娃娃猴, 安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9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0-4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通俗作品 528.2
我的孩子,不需要迎合世界的標準 /
尹珠善著 ;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
分 .-- (高 EQ 父母 ; 82) .-- ISBN 978986-248-916-1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別當除草機父母 : REBT 親子關係解
方 / 武自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
館 ; 41) .-- ISBN 978-986-477-913-0 (平
裝) NT$320
1.親子關係 2.親職教育 528.2
致,被雙寶搞瘋的爸媽 / 黃柏嘉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240 面; 23 公分 .-- (親子共學堂) .-ISBN 978-957-658-408-4 ( 平 裝 )
NT$36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孩子叛逆又怎樣 : 孩子逐漸成長,你
也慢慢老去,還不放手嗎? / 洪春瑜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3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2-1 ( 平 裝 )
NT$299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 I, 主題軸一 : 家庭
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撰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1-2 (平裝)
NT$100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8.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 II, 主題軸二 : 家人
關係與互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撰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9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60-12-9 ( 平 裝 )
NT$100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教育
528.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 III, 主題軸三 : 人際
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撰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13-6 (平裝)
NT$100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8.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 IV, 主題軸四 : 家庭
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撰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4-3 (平裝)
NT$100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8.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 V, 主題軸五 : 家庭
活動與社區參與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撰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5-0 ( 平 裝 )
NT$100
1.家庭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8.2
與刺蝟孩子的對話練習 / 鈴木颯人
作 ; 黃筱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7-6 ( 平 裝 )
NT$320
1.親子溝通 2.親職教育 528.2
養出孩子的正向力 : 從心教養,破解
親子問題 / 王淑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915-7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公民與現代社會 / 吳芸嫻等編著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3-3 (平裝)
1.公民教育 528.3
永續發展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年 /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
院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
永續教育學院, 10908 .-- 39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358-80-7 (平裝)
1.成人教育 2.終身教育 3.文集
528.4407
各種問題各種愛 : 中小學生父母教
養經典提問 / 謝慧燕, 陳進隆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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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50-0-7 (平裝) NT$250
1.生命教育 2.家庭教育 3.親職教育
528.59
長青生前身後事 : 了無牽掛回老家 =
Going home free : settling affairs to
complete life / 周瑞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和氣大愛文化,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長青法本 ; 1) .-- ISBN 978986-95314-7-4 (平裝) NT$500
1.生命教育 2.死亡教育 3.老人
528.59
敬天愛人的全人教育 / 王玉華著 .-初版 .-- 新北市 : 王玉華(新北市),
10908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0-6 (平裝) NT$350
1.生命教育 2.全人教育 528.59
運動生理學 / 王鶴森等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2-7 (平裝)
1.運動生理學 528.9012
麥克史東阻力訓練全書 : 美國國家
肌力與體能協會創辦人;美國奧運訓
練中心總監,完整傳授教練與自主訓
練的一切知識 / 麥克.史東(Michael H.
Stone), 梅格.史東(Meg Stone), 威廉.A.
山德斯(William A. Sands)著 ; 吳峰旗
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0909 .-- 432 面; 26 公分 .-- (入魂 ; 4) .- ISBN 978-986-99410-0-6 ( 平 裝 )
NT$980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528.923
進 階 肌 力 訓 練 關 鍵 檔 案 / Frédé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 著 ; 林晉利
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9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6-1 (精裝) NT$650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3.肌肉
528.923
野地球生 : 台灣移民工足球紀事 =
Free kick in the wild field : the story of
Taiwan immigant Workers' Football =
Eksistensi Sepak Terjang Bola =
ฟรีตก
ี ในแตนตีป = sức sống từ bóng đ
á hoang dã / 徐瑞希, 施元文主編 .-- 臺
北市 : 臺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英文 、印尼 文、 越文、 泰文 .-ISBN 978-986-99462-0-9 ( 平 裝 )
NT$450

1.足球 2.運動競賽 3.移工 4.新住民
528.951
*白鶴祖師拳譜 / 莊文樞, 高名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名憲, 10908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4-8 (中冊:平裝)
1.拳術 528.97
風靡世界的綜合格鬥運動 / 張海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0 .-367 面; 21 公分 .-- (格鬥術 ; 8) .-- 精
華版 .-- ISBN 978-986-346-313-9 (平裝)
NT$400
1.武術 528.97
達摩派拳訣 : 五拳秘技 / 湯顯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0 .-- 269
面; 21 公分 .-- (武術秘本圖解 ; 12) .-ISBN 978-986-346-312-2 ( 平 裝 )
NT$300
1.拳術 2.中國 528.97
達摩派拳訣 : 技擊秘法 / 湯顯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0 .-- 159
面; 21 公分 .-- (武術秘本圖解 ; 11) .-ISBN 978-986-346-311-5 ( 平 裝 )
NT$220
1.拳術 2.中國 528.97
摔角基礎教學訓練與應用 / 張閔智
著 .-- 2 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
10909 .-- 416 面; 26 公分 .-- (警技叢
書) .-- ISBN 978-986-98280-3-1 (平裝)
1.摔角 528.976
特殊教育導論 : 探究特殊需求學習
者 / 張世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0-6 (平裝) NT$600
1.特殊教育 529.5
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進程問卷指導
手 冊 ( 含 施 測 題 本 ) / Jane Squires,
Diane Bricker, Elizabeth Twombly 作 ;
陳介宇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
文化, 10908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1-5 (平裝) NT$1000
1.特殊教育 2.教育評量 3.學前教育
529.5
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 蔡明富主編 .-- 初版 .-高雄市 : 高雄師大特教中心, 10908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97-1-4 (平裝) NT$400
1.特殊教育 2.文集 529.507
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年
/ 林寶貴, 宣崇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10909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29-0-4 (平裝)
1.語言障礙教育 2.溝通 3.文集
529.6307
幼兒行為輔導 / 魏宗明等合著 ; 張雯
雯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8-5 (平裝) NT$450
1.問題兒童教育 2.行為改變術
529.68
孩子不上學,不是你的錯 / 杉浦孝宣
著 ; 黃雅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
性,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89-8-4 (平裝) NT$320
1.問題兒童教育 2.行為改變術
529.68

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 汪芷榆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474-0 (平裝)
1.國際禮儀 530
國際禮儀 / 梁崇偉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2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5-7 (平裝)
NT$450
1.國際禮儀 530
客家文化符號論 / 徐維群著 .-- 新北
市 :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10909 .-24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633-2-1 (平裝) NT$36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文化研究
536.211
臍帶之地 : 豐濱地方文化材料圖誌. 1
= Transmissibility : Fengbin cultural
material document vol.1 / 王怡靖, 黃碧
雲總策劃 .-- 初版 .-- 花蓮市 : 農委會
林務局花蓮管處, 10908 .-- 10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61 (平裝) NT$450
1.臺灣原住民 2.民族文化 3.文化產
業 4.產業發展 5.花蓮縣豐濱鄉
536.33
Pasikau 臺東桃源部落 : 種是為了你 /
胡欽福, 陽美花撰文 .-- 第一版 .-- 臺
東市 : 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 ,
10908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7-8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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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原住民族 2.布農族 3.粟 4.臺
東縣延平鄉 536.333
山豬.飛鼠.撒可努. 2, 走風的人 / 亞榮
隆.撒可努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耶魯
國際文化, 10909 .-- 350 面; 21 公分 .- (易讀書坊 ; 35) .-- ISBN 978-98698050-6-3 (平裝) NT$280
1.排灣族 2.社會生活 3.風俗
536.3361
望嘉盛典 : 家族文化記憶與祭儀 =
Tjaljuljiva Ruvilivilj Gade mazazangiljan
/ 古佳峻執筆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來義鄉 : 屏東縣來義鄉嘉魯禮發.魯
飛禮飛家團傳承文化發展協會,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21-0-2 (平裝) NT$360
1.排灣族 2.部落 3.祭禮 4.民族文化 5.
屏東縣來義鄉 536.3361
歡迎來到我們的世界 / 茉伊拉.巴特
菲爾德(Moira Butterfield)文 ; 哈莉葉.
黎納斯(Harriet Lynas)圖 ; 彭欣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35-68-1 (精裝) NT$480
1.風俗 2.文化 3.通俗作品 538
飲食文化概論 = Introduction to dietary
culture / 張玉欣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餐飲旅館系列) .-- ISBN 978-986298-350-8 (平裝) NT$420
1.飲食風俗 538.7
用一頓飯的時間旅行 : 運用美食把
小日子過得閃閃發亮 / 高靜芬作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565 (平裝)
1.飲食 2.文化 3.文集 538.707
文豪們的私房酒單 : 文學 X 酒文化 X
名人軼事,紅酒、啤酒、威士忌、琴
酒、伏特加如何成為世界文明的繆
斯? / 葛瑞格.克拉克(Greg Clarke), 蒙
特.畢爾普(Monte Beauchamp)作 ; 吳
郁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3-7 (平裝) NT$499
1.酒 2.飲食風俗 538.74
日本發酵紀行 = Fermentation tourism
Nippon / 小倉拓著 ; 湯雅鈞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24
面; 20 公分 .-- (Hello Design 叢書 ;

HDI0051) .-- ISBN 978-957-13-8336-1
(平裝) NT$450
1.飲食風俗 2.醱酵 3.日本 538.7831
歌詩佮酒館 : 遊畫愛爾蘭民謠 / 陳義
仁圖文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
公報社,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637-87-3 (平裝)
1.民謠 2.臺語 3.愛爾蘭 539.1419
話十二生肖漫畫 / 徐心富作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08 .-- 16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6-3 (平裝) NT$250
1.生肖 2.漫畫 539.5941
有趣的諺語 / 東雨編輯部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9 .-- 160
面; 25 公分 .-- (校園心情 ; 22) .-- ISBN
978-957-521-419-7 (平裝) NT$320
1.諺語 2.俚語 3.歇後語 4.臺灣
539.933
俗說醒語 / 蔡宏進著 .-- 臺北市 : 唐
山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191-4 (平裝) NT$340
1.諺語 2.成語 3.俗語 4.臺灣
539.933

社會學
民意調查研究 / 陳義彥等著 ; 陳陸輝
主編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0-0 (平裝) NT$480
1.民意調查 540.19
南方的社會,學. 下 : 抵抗、共享、記
憶,給 99%人民的社會學讀本 / 張雯
勤等作 ; 趙恩潔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左岸︱社
會議題 ; 314) .-- ISBN 978-986-994441-0 (平裝) NT$400
1.社會學 2.臺灣社會 3.文集 540.7
南方的社會,學. 上 : 顛覆、紮根、多
聲道,給 99%人民的社會學讀本 / 台
邦.撒沙勒等作 ; 趙恩潔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左岸︱社會議題 ; 313) .-- ISBN 978986-99444-0-3 (平裝) NT$400
1.社會學 2.臺灣社會 3.文集 540.7
屏東縣恆春半島百年老校文物普查
建檔計畫成果報告書. 108 年 / 蔡錦

佳 計 畫 主 持 .-- 屏 東 市 : 屏 縣 府 ,
10908 .-- 5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6-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0
1.文化資產 2.文物調查 3.學校 4.屏
東縣 541.27
中華文創產業心戰略 / 陳木村, 陳玉
玟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
位,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8-7 (平裝)
1.文化產業 2.創意 3.產業發展
541.29
地方文化與創意觀光產業論集 / 江
寶釵, 方慧臻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水,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0-1-0 (平裝)
1.文化產業 2.休閒產業 3.文集
541.2907
文化的視野 : 人類學的你們.我們.他
們 / 周文豪編撰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自然科學博物館, 10908 .-- 26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74 (平裝) NT$300
1.文化人類學 2.文集 541.307
人際網絡解密 : 史丹佛教授重磅分
析,你在人群中的位置,如何決定你的
未 來 / 馬 修 . 傑 克 森 (Matthew O.
Jackson)著 ; 余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先覺,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人文思潮系列) .-- ISBN 978-986-134366-2 (平裝) NT$400
1.資訊社會 2.網路社會 3.網路社群
541.415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與案例分析
= Smart city / 林柏齊等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908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81-806-7 (平裝)
NT$14000
1.資訊社會 2.都市發展 3.生活科技
541.415
熱門關鍵字的背後科學 / <<BBC 知
識>>國際中文版作 ; 高英哲等譯 .-初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Earth ; 14) .-- ISBN 978986-97418-6-6 (平裝) NT$420
1.資訊社會 2.網路社會 3.資訊傳播
541.415
白日夢不再 : 當外星人出現、侏儸
紀公園在現實重演,未來世界會是什
麼樣子? / 麥克.波爾(Mike Pearl)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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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梅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臉譜書房) .-- ISBN 978-986-235-8696 (平裝) NT$399
1.未來社會 2.社會變遷 3.趨勢研究
541.49
亞洲 2038 : 顛覆亞洲未來的十大變
數 / 蘇哈爾(Sohail Inayatullah), 盧娜
(Lu Na)合著 ; 王少玲等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淡大策略遠見研究中
心, 10908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1-0 (平裝)
1.未來社會 2.亞洲 541.49
恐懼的力量 : 為何有人捨身救人,有
人惡意病態?ㄧ位心理學家探索大腦、
神經和行為科學,實證揭露人性善惡
真相 之旅 / 艾比蓋爾. 馬許(Abigail
Marsh)著 ; 潘昱均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4-2-0 (平裝) NT$400
1.社會心理學 2.神經學 541.7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 金知慧著 ; 王品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2-4 (平裝)
1.社會心理學 2.偏見 541.7
王汎森 :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李瑞
騰主編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10909 .- 96 面; 23 公分 .-- (余紀忠講座) .-ISBN 978-986-98215-6-8 ( 精 裝 )
NT$200
1.輿論 2.知識分子 3.文集 4.中國
541.771
網紅時代、共享經濟、媒體創新 /
蕭宏祺主編 .-- 臺北市 : 世新大學傳
管系, 10909 .-- 37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060-41-0 (平裝)
1.傳播產業 2.數位媒體 3.文集
541.8307
銘傳大學 2020 後真相年代中的媒體
與閱聽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 2020 The media and audience in the
post-truth 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倪炎元主編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10908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18-1 (平裝) NT$700
1.傳播科技 2.網路媒體 3.文集
541.8307

政治說故事 : 戳破政治理想泡影,理
解後真相時代政客如何靠「說」贏
得 選 票 / 菲 利 普 . 塞 吉 安 特 (Philip
Seargeant)著 ; 何玉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9-19-3 (平
裝) NT$380
1.政治傳播 2.民粹主義 541.831657
MBTI,你的職業性格是什麼? : 發現
自己的優勢,規劃最適生涯 / 唐娜.鄧
寧(Donna Dunning)著 ; 王瑤, 刑之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9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15-27-0 (平裝)
NT$480
1.職業輔導 2.職業性向 3.生涯規劃
542.7
喚醒職場生命力 : 個人、組織、領
導管理的靈性塑造 / 陳明晃著 .-- 初
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中正大學企管
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發行,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1-9 (平裝) NT$260
1.職場 2.靈修 542.7
文壇生態導覽 : 作家新手村. 2, 心法
篇 / 朱宥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from ; 133) .-- ISBN 978-986-5549-046 (平裝) NT$350
1.職業介紹 2.作家 3.通俗作品
542.76
作家生存攻略 : 作家新手村. 1, 技術
篇 / 朱宥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from ; 132) .-- ISBN 978-986-5549-039 (平裝) NT$380
1.職業介紹 2.作家 3.通俗作品
542.76
德州媽媽沒有崩潰 : 早安!今天又是
被迫營業的一天 / Mumu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61-3 (精
裝) NT$399
1.母親 2.育兒 3.親職教育 544.141
今天起我們就是家人 / 馬修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9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5-0 (平裝) NT$300
1.婚姻 2.兩性關係 3.家庭關係
544.3

不再讓自己受傷 / 黃小柔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玩藝 ; 97) .-- ISBN 978957-13-8338-5 (平裝) NT$360
1.婚姻 2.家庭 3.兩性關係 544.3
除了有人追有人愛之外,關於戀愛的
一切 : 壓力、性愛、分手、隱瞞、
無性生活、家人等,引起妳共鳴的戀
愛話題 / 桃山商事著 ; 方嘉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sue ; 24) .-- ISBN 978-98698589-9-1 (平裝) NT$36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少年與雲端魔法師 = The boy and the
cloud magician / 林幸惠, 陳律君作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
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6-3 (平裝)
NT$300
1.青少年問題 2.青少年心理 3.青少
年輔導 544.67
「色情就是不行!」這種想法真的不
行 : 「猥褻」為什麼違法?從階級規
範到帝國主義的擴張,權力如何以道
德之名管制色情? / 白田秀彰作 ; 林
琪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NEW 不歸類 ; 8038) .-- ISBN 978-986344-814-3 (平裝) NT$320
1.性學 2.文化研究 3.社會秩序
544.7
床上 : 心理學家才懂的性愛誘惑心
理學 / 凱文.李曼(Kevin Lerman)著 ; 繆
妙坊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野人家 ; 66) .-- ISBN 978986-384-455-6 (平裝)
1.兩性關係 2.性教育 544.7
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 村上龍著 ; 張
智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日文系 ;
29) .-- ISBN 978-986-179-604-8 (平裝)
NT$220
1.兩性關係 2.文集 544.7
*城市裡還有慾望嗎? / 蘿坎蒂絲.布
希奈兒(Candace Bushnell)著 ; 羅慕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學新
象 ; 271) .-- ISBN 978-986-361-901-7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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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性關係 2.社交 3.社會生活
544.7
花魁 VTuber 由宇霧 學校不教的性教
育 / 由宇霧著 ; 何姵儀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8-6 (平
裝)
1.性教育 2.性知識 544.72
性別是彩虹色的嗎? : 透過四十多位
青 少 年 的 性 別 認 同 歷 程 、 112 個
LGBTQIA+關鍵字、探索性別光譜,
認識性少數、性別多樣化的最友善
性別教育讀本 / 艾胥莉.馬岱爾
(Ashley Mardell)作 ; 李斯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184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不歸類 ; 6) .-- ISBN
978-957-8544-44-4 (平裝) NT$360
1.性別認同 2.性別角色 3.性教育
544.75
我高齡 我要到公園玩 : 高齡友善環
境建構指南 / 李麗雪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2-5 (平
裝) NT$320
1.老年 2.環境規劃 3.公園 544.8
活力老化與生活品質 / 李志平著 .-臺北市 : 心想事成,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025-6-1 (平
裝) NT$600
1.老人學 2.老化 3.生活水準 544.8
黃越綏的高齡快樂學 / 黃越綏著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0 .-192 面; 21 公分 .-- (黃越綏作品集 ;
4) .-- ISBN 978-957-05-3285-2 (平裝)
NT$300
1.老年 2.生活指導 544.8
我的優質人生從退休後開始 / 許惠
妙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30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9-2 ( 平 裝 )
NT$380
1.退休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44.83
創造社區在地安老的健康生活實踐 :
從夥伴關係建立、服務設計活化及
健康共創實驗模式開始 / 侯佳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09 .- 2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1-9 (平裝) NT$600

1.老人養護 2.老人福利 3.社區式照
護服務 544.85
綠意生棲 : 南投縣社區規畫師駐地
輔導計畫成果手冊. 108 年度 / 李正
偉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投縣府,
10908 .-- 1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2-40-0 (平裝) NT$450
1.社區總體營造 2.南投縣
545.0933/119
世界是垂直的 / 史提芬.葛雷罕
(Stephan Graham)著 ; 高郁婷, 王志弘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42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ISBN 978-986-235-868-9 (平裝)
NT$520
1.都市社會學 545.1015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第十二屆 /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
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 臺北市 : 文
化大學都計系, 10908 .-- 50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96-367-5 (平裝)
NT$500
1.都市發展 2.農村 3.文集 4.臺灣
545.1933
農 村 再 生 成 果 回 顧 . 105-108 年 =
Rural regeneration .-- 初版 .-- 南投市 :
農委會水保局, 10908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29-2 (平裝)
NT$360
1.農村 2.再生 545.5
法律社會工作 / 陳慧女著 .-- 三版 .-新北市 : 心理, 10908 .-- 456 面; 23 公
分 .-- (社會工作系列 ; 31043) .-- ISBN
978-986-191-920-1 (平裝) NT$520
1.社會工作 2.法律社會學 547
臺灣的社會轉型與福利制度改革 :
羅紀琼女士訪問紀錄 / 劉素芬訪問 ;
袁經緯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
院近史所,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
史叢書 ; 106) .-- ISBN 978-986-543251-5 (精裝) NT$200
1.社會福利 2.社會政策 3.醫療經濟
學 4.臺灣 547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獎章」專輯. 第
20 屆 / 林興訓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
華志願服務協會, 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10910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70-7-4 (平裝)
1.志工 547.16

長照法律面面觀 / 俞百羽, 呂榮海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6-0 (平裝) NT$450
1.長期照護 2.機構式照護服務 3.法
律 4.論述分析 547.7
為佛教,為眾生 : 廣行慈濟 / 王本榮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4-9 (精裝) NT$35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FBI 教你認出身邊隱藏的危險人物 :
生活中那些一點一點折磨你的人,以
及惡意的陌生人,你事前都能防範自
保 / 喬.納瓦羅(Joe Navarro), 東妮.斯
艾拉.波茵特(Toni Sciarra Poynter)著 ;
張怡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Biz ;
340) .-- ISBN 978-986-5548-11-7 (平裝)
NT$360
1.犯罪學 2.犯罪防制 548.5
析釋犯罪學. 總論與理論篇 / 林滄崧
著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7-4 (平裝) NT$450
1.犯罪學 548.5
圖解犯罪心理學 / 楊士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7-8 (平
裝) NT$380
1.犯罪心理學 548.52
性掠食者與牠們的帝國 : 揭發好萊
塢之神哈維.溫斯坦令巨星名流噤聲,
人人知而不報的驚人內幕與共犯結
構 / 羅南.法羅(Ronan Farrow)著 ; 鄭煥
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0 .-- 418 面; 21 公分 .-- (臉譜
書房 ; FS0120) .-- ISBN 978-986-235861-0 (平裝) NT$450
1.性犯罪 2.性騷擾 3.性侵害 4.美國
548.544
捍衛弱小者 : 兒少保護之防範與治
療 / 吳皓玲著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輔大神學
叢書 ; 144) .-- ISBN 978-957-546-934-4
(平裝)
1.性侵害防制 2.性虐待 3.受虐兒童
4.天主教 54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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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迷必備的 犯罪現場科學搜查! /
山崎昭作 ;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38-2 (平
裝) NT$320
1.刑事偵察 2.鑑識 3.科學技術
548.6

經濟
0 公式經濟學 : 極簡經濟知識無痛學
習! / 李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908 .-- 164 面; 21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9-1 (平
裝) NT$260
1.經濟學 550
小學生也看得懂的經濟學 : 培養孩
子成為理財高手 / 馮泓樹, 馮偉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6-0 (平裝) NT$250
1.經濟學 2.通俗作品 550
故事經濟學 : 比數字更有感染力,驅
動和改寫經濟事件的耳語、瘋傳、
腦 補 、 恐 懼 / 羅 伯 . 席 勒 (Robert J.
Shiller)著 ; 許瑞宋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45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BCCF0416P) .-ISBN 978-986-398-592-1 (平裝)
1.經濟學 550
耍廢時看的經濟學 : 經濟學名詞懶
人包 / 劉瑩, 田小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03-9 (平
裝) NT$350
1.經濟學 550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 阿比吉特.
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艾絲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著 ; 許瑞宋譯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10 .-496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5) .-ISBN 978-986-99072-9-3 ( 平 裝 )
NT$580
1.經濟學 550
新經濟的衝擊與未來挑戰 : 以基督
關鍵思維帶領世代突圍 / 財團法人
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 : 禧年經濟
倫理文教基金會發行,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禧年經濟饗宴文輯系列 ;
20) .-- ISBN 978-986-277-303-1 (平裝)

1.經濟學 2.經濟情勢 3.文集

550.7

後疫情時代的新經濟 : 新冠病毒如
何衝擊全球經濟?我們又該如何因應?
/ 丹尼爾.施德特(Daniel Stelter)著 ; 陳
雅馨, 葉咨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12-3 (平裝)
NT$300
1.國際經濟 2.經濟發展 552.15
抓住風一樣的人 : 政藝少女的日本
地方創生官僚見習 / 謝子涵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109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10-15 (平裝) NT$42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日本
552.31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六, 人
文主義與文化篇 = Proceedings : 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VI / 陳添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9-0 (平裝)
NT$550
1.臺灣經濟 2.政治經濟 3.經濟史
552.339
促參要怎麼做? / 王秀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印書小舖,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59-64-5 (平
裝) NT$200
1.公共工程 2.公共建設 3.公辦民營
553.12
中國謀略 : 新全球化下中國一帶一
路的經濟與戰略布局 / 蔡為民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216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290) .-- ISBN 978-957-13-8369-9 (平裝)
NT$280
1.區域經濟 2.經濟合作 3.中國大陸
研究 553.16
企業併購理論與實務 / 林進富等合
著 ; 方嘉麟主編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7-7 (平裝) NT$400
1.企業合併 2.個案研究 553.73
案例土地利用法 / 王珍玲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8-4 (平
裝)
1.土地利用 2.土地法規 3.論述分析
554.133

新學林分科六法 : 土地法規 / 陳立夫
主編 .-- 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18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0-5 (平裝) NT$590
1.土地法規 554.133
實用土地法精義 / 楊松齡著 .-- 20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1-7 (平
裝) NT$500
1.土地法規 554.133
超額徵收 : 都市計畫?或炒作土地、
侵害人權?揭開區段徵收的真相 / 羅
伯.庫斯曼(Robert Eugene Cushman)作 ;
賴彥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遠足
新書 ; 13) .-- ISBN 978-986-508-073-0
(平裝) NT$350
1.土地徵收 2.美國 554.48
一圖秒懂 / 賣厝阿明著 .-- 1 版 .-- 臺
中市 : 臺灣厝買賣文化發展協會 ,
10908 .-- 120 面; 26 公分 .-- (買房知識
+) .-- ISBN 978-986-99452-0-2 (第 2 冊:
平裝) NT$399
1.不動產業 554.89
產業技術白皮書. 2020-2021 / 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技術處出版 : 經濟部發
行, 10909 .-- 3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2-39-2 (平裝) NT$500
1.產業 2.科學技術 3.中華民國
555.13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
系統式整理(速成版) / 謝宜璋, 顏廷
峻, 吳孟偉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8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90-9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勞動訴訟實務 / 陳金泉著 .-- 一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4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3-6 (平裝)
NT$580
1.勞動法規 2.訴訟法 556.84
勞動權益與就業 / 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作 .-- 四版 .-- 高雄市 : 高市勞工局,
109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3-7 (平裝)
1.勞動法規 556.84
集體勞動法實務見解彙編 / 臺灣勞
動法學會, 黃程貫, 劉志鵬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3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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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8-8 (平
裝) NT$56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556.84
職場與法律 = Workplace and law / 鄭
津津著 .-- 八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鄭
津津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總經銷,
10908 .-- 5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9-0 (平裝) NT$650
1.勞動法規 2.論述分析 3.職場
556.84
國際運輸經營管理 : 理論與案例探
討 / 柴澄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9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5-3 (平裝) NT$500
1.運輸管理 2.國際貿易 557
交通事故肇事重建與蒐證 = Traffic
crash reconstruction and investigation /
陳家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陳家福,
10908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1-5 (平裝)
1.交通事故 2.交通管理 557.16
軌道 : 福知山線脫軌事故,改變 JR 西
日本的奮鬥 / 松本創著 ; 黃耀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13) .-ISBN 978-986-99347-1-8 ( 平 裝 )
NT$450
1.交通事故 2.鐵路 3.日本 557.16
行家也驚嘆的關西鐵道百科 / 黒田
一樹著 ; 李青芬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908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947-5-3 (平裝)
1.鐵路 2.電車 3.日本關西 557.2631
糖運之夢 : 探尋彰化鐵道的軌跡 / 萬
志超著 .-- 初版 .-- 彰化縣員林市 : 萬
志超, 10909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9-1 (平裝)
1.鐵路史 2.糖業 3.彰化縣
557.26339
運河漕運與青幫 / 吳光清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吳光清,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24 (平裝) NT$400
1.漕運 2.幫會 3.祕密會社 4.清代
557.4709
東亞航路與文明之發展 / 陳鴻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8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1832-9 (平裝) NT$500
1.航運史 2.文化史 3.國際貿易史 4.
東亞 557.483

港灣.記憶 : 跨越時空的雙港故事 / 蔡
昇璋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檔案
局 ; [臺北市] : 航港局 ; [高雄市] : 臺
灣港務, 10909 .-- 1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4-2 ( 精 裝 )
NT$500
1.港埠 2.歷史 3.國家檔案 4.臺灣
557.5933
中 國 郵 刊 . 第 九 十 七 期 =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magazine / 何輝慶主
編 .-- 臺北市 : 中國集郵協會, 10908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290-4-7 (平裝) NT$600
1.集郵 2.期刊 557.64905
中國對外貿易制度變遷 / 鄧敏等人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08 .-- 6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3-2 (平裝)
NT$850
1.國際貿易史 2.中國 558.092
國貿業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
秘笈 / 吳怡萱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5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1-2 (平
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
張瑋編著 .-- 修訂十四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9 .-- 5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23-1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 張錦源, 康蕙芬
著 .-- 修訂十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9-6 (精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互聯網共享經濟 / 李陳國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 10909 .- 5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5-8 (平裝) NT$650
1.合作經濟 2.網際網路 3.產業分析
559

財政；金融；投資
財政學 = Public finance / 徐偉初, 歐俊
男, 謝文盛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華
泰, 10909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7-8 (平裝)
1.財政學 560

財政學 = Public finance / 徐仁輝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43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ISBN 978-957-511-409-1 ( 平 裝 )
NT$550
1.財政學 560
超圖解財政學 / 王有康等合著 ; 楊秀
麗總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5-1 (平裝) NT$380
1.財政學 560
中華財政思想史大綱 / 張蔚德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682-5 (平裝) NT$200
1.財政史 2.中國 560.92
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投資課 : 看清
市場本質, 擁抱財富思維 / 陳志武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今 周 刊 ,
10911 .-- 544 面; 23 公分 .-- (FUTURE
系列 ; 7) .-- ISBN 978-957-9054-72-0
(平裝) NT$550
1.金融 561
負利率世界 : 全球貨幣經濟的困惑
與未來 / 王廣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9 .-300 面; 21 公分 .-- (catch on!知道的書 ;
HC0098) .-- ISBN 978-957-9689-51-9
(平裝) NT$350
1.貨幣政策 2.國際金融 561.18
以金抑鈔 : 近代中國黃金政策與黃
金運臺經緯及影響 / 馮健倫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909 .-- 5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599-0 (精
裝)
1.黃金 2.貨幣史 3.經濟政策 4.兩岸
關係 561.31
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區位選擇研究 /
王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908 .-- 23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1-8 (平
裝) NT$460
1.金融市場 2.人民幣 561.7
為何雞蛋放不同籃子還是賠 : 行為
金融學教你避開人性弱點,擴大投資
效益,實現財富自由! / 陸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96
面; 21 公分 .-- (Trend ; 64) .-- ISBN 978957-658-415-2 (平裝) NT$400
1.金融學 2.投資 3.消費行為 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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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金融監理 建構全面遵循體
制 / 曾令寧, 呂桔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908 .-- 36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1953 (精裝)
1.國際金融 2.金融監理 3.金融法規
4.銀行業 561.8
國際金融 : 理論與實證 / 陳旭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9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2-8 (平裝)
1.國際金融 561.8
國際金融與匯兌 / 王親仁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21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21-8 (上冊:平裝) NT$470
1.國際金融 2.匯兌 3.外匯 561.8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 : 當政客、銀
行、律師、會計師聯手淘空國家,成
為趨勢,我們該如何奪回自己的權利
/ 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著 ; 黃
亦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from ;
135) .-- ISBN 978-986-5549-09-1 (平裝)
NT$420
1.國際金融 2.逃稅 3.全球化 4.報導
文學 561.9
用有錢人的思維賺錢 : 最輕鬆的投
資入門,甩開定存的吃土人生 / 喻修
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0-7 ( 平 裝 )
NT$380
1.財富 2.理財 3.投資 563
我的財富自由手冊 : 才女到財女的
人生必修課 / 亭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好想法 ; 29) .-- ISBN 978-986248-915-4 (平裝) NT$380
1.個人理財 2.女性 563
投資底線 : 聰明投資人絕不做的 7 件
事 / 喬辛.克萊姆(Joachim Klement)著 ;
鍾榕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
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9-4-4 (平裝) NT$360
1.理財 2.投資分析 563
退休理財規劃與高齡保障 / 王儷玲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
訓院, 10909 .-- 5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194-6 (平裝)

1.理財 2.生涯規劃 3.退休 4.考試指
南 563
理債醫生 / 李宗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大創意, 10910 .-- 1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525-9-6 (平裝)
1.個人理財 2.貸款 563
習慣致富人生實踐版 : 在關鍵時刻
下對決定,讓你成功達陣,樂享財務自
由 / 湯姆.柯利(Tom Corley)著 ; 楊馥
嘉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60-2 (平裝) NT$320
1.財富 2.個人理財 3.投資 4.成功法
563
寫給理財小白的 FIRE 實踐指南 : 趁
年輕滾進大財富,像我一樣 26 歲財務
自由 / 陳頁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生
涯智庫 ; 185) .-- ISBN 978-986-175566-3 (平裝) NT$310
1.個人理財 2.投資 3.成功法 563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重點速成+
模擬試題) / 高瀅編著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0-5 (平
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技術
563.23
鐵壁 FX 投資術 : 勝率 87.5%!小資族
也能快速存到第一桶金 / 笹田喬志
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0 .-- 17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11-467-1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技術
563.23
外匯王 : MetaTrader 5 貨幣自動交易.
基礎篇 /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09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0-9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投資終極戰 : 贏得輸家的遊戲: 用指
數型基金,打敗 85%的市場參與者 /
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著 ; 劉
道捷, 林弈伶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爾出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49-0 (平裝)
NT$420
1.投資管理 2.投資分析 563.5

投資學 / 張光文著 .-- 修訂二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0 .-- 3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4-0 (平裝)
1.投資學 563.5
股海奇兵之贏在判讀力 = Judge to
win in the market / 蕭非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909 .-- 228 面; 21 公
分 .-- (寰宇智慧投資 ; 448) .-- ISBN
978-986-99330-0-1 (平裝) NT$380
1.投資技術 2.投資分析 3.投資學
563.5
價值投資操作金律 : 葛拉漢與陶德
預測景氣循環、評估企業價值、選
對獲利股票的不敗法則 / 湯姆斯.奧
(Thomas P. Au)著 ; 辛亞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3) .-ISBN 978-986-507-197-4 ( 平 裝 )
NT$450
1.投資技術 2.投資分析 3.投資學
563.5
現代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 / 劉連煜
著 .-- 增訂十七版 .-- [新北市] : 劉連
煜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總經銷,
10909 .-- 7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4-6 (平裝) NT$750
1.證券法規 2.論述分析 563.51
股市晴雨表 : 判斷股市多空轉折的
百年定律 / 威廉.彼得.漢密爾頓
(William P. Hamilton)著 ; 林奕伶譯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11-38-8 ( 平 裝 )
NT$450
1.道氏理論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2
市場脈絡與貿易選擇 / 張弘遠著 .-初版 .-- 新北市 : 張弘遠, 10908 .-- 44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90 (平裝) NT$450
1.國外投資 2.企業經營 3.國際貿易
563.528
2021 股海老牛抱緊股名單 : 7%高殖
利率股、金身不倒股、步步高升股、
落難龍頭股,哪些標的最好抱緊多賺
20%? / 股海老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Biz ; 341) .-- ISBN 978-986-5548-155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證券市場
5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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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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文創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68-41-3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75 張圖看懂均線波動 : 買對趨勢,讓
投資勝率提高 100%! / 小次郎講師著 ;
李貞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優渥
叢書)(Money) .-- ISBN 978-957-871094-8 (平裝) NT$26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史上最強股票作手的獲利細節 : 王
見王的實戰型專訪,量價分析創始人
理查‧威科夫替你問出傑西.李佛摩
的交易習慣、思考邏輯與行為 / 傑
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 理查.威
科夫(Richard Wyckoff)著 ; 肖鳳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發行, 109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9-5-1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再也不賣低買高!勝率 95%的兩倍標
準差投資方程式! / 陳曦著 .-- 初版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68-8-9 (平
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地表爆強夯 生技大投資 / 梁碧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融家顧問,
10911 .-- 208 面; 19 公分 .-- (地表系
列 ; 第 5 部) .-- ISBN 978-986-98886-08 (平裝) NT$800
1.股票投資 2.證券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股票上漲的原理 : 賣在最高點,買在
最低點 / 弗萊德烈克.柯布里克
(Frederick R, Kobrick)著 ; 張書華譯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10909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52-4 (平裝) NT$29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耕股 : 價值投資最重要的事 / 洪鑑穩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城邦文化, 10909 .-- 40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8797-7-4 (平裝)
NT$4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源, 范以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央存保公司, 10909 .-- 59 面; 21 公分 .- (存款保險叢書 ; 160) .-- ISBN 978986-5445-12-6 (平裝) NT$50
1.銀行存款保險 2.金融管理 563.79

超五系統交易 / 廖建松著 .-- 初版 .-屏東縣潮州鎮 : 超五系統顧問,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13-0-3 (平裝) NT$6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亞太區
域委員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摘要報
告. 第 17 屆 / 蘇財源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央存保公司, 10909 .-- 156
面; 21 公分 .-- (存款保險叢書 ; 159) .- ISBN 978-986-5445-11-9 ( 平 裝 )
NT$100
1.銀行存款保險 2.金融管理 563.79

減法理財術,人生大加分 : 樂活大叔
最暖心法總整理 / 施昇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1 .-- 224
面; 19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0) .- ISBN 978-986-98871-9-9 ( 平 裝 )
NT$350
1.股票投資 2.理財 563.53
漲聲股利 : 當眾人對股市的看法都
一樣時,你就該落跑了 / 肖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16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4-5 (平裝) NT$299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證券市場
563.53
保險學 : 理論與實務 / 廖述源, 呂慧
芬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陸 ,
10908 .-- 7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88-7-5 (平裝) NT$690
1.保險學 563.7
保險學原理 / 廖述源, 呂慧芬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8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88-8-2 (平
裝) NT$480
1.保險學 563.7
壽險數理要義 : 精算師入門基石 =
Life insurance primary mathematics / 鄭
榮治, 郭榮堅作 .-- 六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9-2 (平裝)
1.人壽保險 2.保險數學 563.73
財 產 保 險 學 =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 陳森松, 吳瑞雲作 ; 凌氤寶
主 編 .-- 四 版 .-- 臺 北 市 : 華 泰 ,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5-4 (平裝)
1.財產保險 563.75
金融穩定學院(FSI)暨國際存款保險
機構協會(IADI). 第 9 屆 : 「危機管
理、銀行清理與存款保險:如何因應
下次危機」國際研討會紀實 / 蘇財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國際研
討會. 2019 年度 : 「實現改革:金融危
機後存款保險制度之改變」摘要報
告 / 張祥鍏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存保公司, 10909 .-- 100 面; 21 公
分 .-- (存款保險叢書 ; 158) .-- ISBN
978-986-5445-10-2 (平裝) NT$100
1.銀行存款保險 2.金融管理 563.79
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契約. 工程
採購篇 / 陳高星, 劉時宇, 邱煌傑合
著 ; 陳錦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昇法律事務所,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15-0-1 (平裝)
NT$50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3.公共
工程 564.72023
捍衛租稅正義保衛納稅人權 : 從臺
灣史上三大非法課稅案探究稅政公
平的淪敗 / 黃坤光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8524-45-3 ( 平 裝 )
NT$500
1.租稅 567
稅務會計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阮
瓊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7-0-0 (平裝) NT$650
1.稅務會計 567.01
稅 務 會 計 : 理 論 與 應 用 = Tax
accounting / 李宗黎, 林蕙真, 陳榮俊
著 .-- 第 六 版 .-- 臺 北 市 : 証 業 ,
10909 .-- 713 面; 26 公分 .-- (正業會審
專業叢書 ; 第 61 號) .-- ISBN 978-98699077-4-3 (平裝) NT$680
1.稅務會計 567.01
租稅法 = Taxation law / 吳嘉勳作 .-四十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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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17-09 (平裝)
1.稅法 567.023
租稅法規 : 理論與實務 / 黃明聖, 黃
淑惠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8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9-8 (平裝) NT$680
1.稅法 567.023
稅法輯要. 109 年版 / 財政部賦稅署
編纂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
10909 .-- 1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13-3 (精裝) NT$160
1.稅法 567.023

政治
政治學 / 吳重禮等合著 ; 陳義彥, 游
清鑫主編 .-- 八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1-6 (平裝) NT$650
1.政治學 570
政治學 = Politics / Andrew Heywood
著 ; 盛盈仙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89-8 (平裝)
1.政治學 570
著陸何處 : 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
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 / 布魯諾.拉
圖(Bruno Latour)著 ; 陳榮泰, 伍啟鴻
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09 .-288 面 ; 18 公 分 .-- ISBN 978-98699477-1-8 (平裝) NT$350
1.政治社會學 2.氣候變遷 3.全球化
570.15
歷史上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 /
朱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8 .-- 3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5-4 (平裝)
NT$550
1.國家統一 2.國際關係 3.兩岸關係
571.1
當代亞洲民族問題 / 洪泉湖等作 ; 侯
家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24-6 (平裝) NT$490
1.民族問題 2.政治文化 3.文集 4.亞
洲 571.1107
印太競逐 : 美中衝突的前線,全球戰
略競爭新熱點 / 羅里.梅卡爾夫(Rory
Medcalf)著 ; 李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464 面; 21 公分 .-- (普
羅米修斯 ; BF3045) .-- ISBN 978-986477-904-8 (平裝) NT$550
1.地緣政治 2.國際關係 3.太平洋 4.
印度洋 571.15
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 :
跨文化實例研究 / 陳相因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907 .- 368 面; 21 公分 .-- (中國文哲專刊 ;
54) .-- ISBN 978-986-5432-50-8 (平裝)
NT$360
1.世界主義 2.國際主義 3.左翼文學
4.跨文化研究 571.28

被欺騙的中國人 / 方舟著 .-- 一版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9 .-- 310 面;
23 公分 .-- (新.座標 ; 31)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8-0 ( 平 裝 )
NT$480
1.中國大陸研究 2.民主政治 3.儒教
574.1
病毒、謊言、大外宣 : 中國造假如
何毀滅全世界 / 余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前衛,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18-8 ( 平 裝 )
NT$400
1.中國大陸研究 2.言論集 574.107

民主與法治 =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連宏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908 .-- 3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42-4-7 (平裝)
1.民主政治 2.法治 3.中華民國憲法
571.6

川普向右,習近平向左 / 余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主流, 10909 .-- 440 面;
21 公分 .-- (中國研究系列 ; 10) .-ISBN 978-986-98609-3-2 (平裝)
1.中美關係 2.國際關係 3.國際政治
574.1852

圖解行政學 / 汪正洋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圖解政治系列 ; 006) .-- ISBN 978986-522-194-2 (平裝) NT$380
1.行政學 572

城鄉重建規劃與管理 : 從九二一震
災開始的災後應變方案與復原重建
做法 / 李威儀編著 ; 小出治, 卡比力
江.吾買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17-8 (平裝) NT$500
1.災後重建 2.地震 575.1

現行考銓法典 / 郭如意主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8 .-- 20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8696-9-0 (平
裝) NT$620
1.考銓法規 573.4023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之研究 /
陳柏熹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考選
部, 10908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5-9414-0 (平裝)
1.國家考試 2.公務人員 3.職業性向
測驗 573.44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花蓮縣選舉實錄 / 花蓮縣
選舉委員會第一組編著 .-- 花蓮市 :
花縣選委會, 10908 .-- 60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23-5 (精裝附
光碟片) NT$700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花蓮縣
573.5521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實錄 / 中央選舉委員會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中 選 會 ,
10909 .-- 6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5-9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573.5521

地方政府與政治. II : 施政滿意度、
公部門決策、績效管理與策略規劃
之 研 究 = Th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II :
administrative
satisfaction,decisionma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planning / 黃
國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知學
術, 10909 .-- 580 面; 21 公分 .-- (當代
臺灣研究 ; 5) .-- ISBN 978-986-986928-7 (平裝) NT$900
1.地方政府 2.地方政治 3.行政管理
4.臺灣 575.33
消防法規(含概要) / 張大帥編著 .-- 第
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5-0 (平裝)
1.消防法規 575.81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 潘日南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7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35 (平裝) NT$500
1.消防法規 5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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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式 : 警察法典 / 林朝雲, 竇寅編
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1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1-1 (平裝) NT$500
1.警政法規 575.81
警察行政法論 : 自由與秩序之折衝 /
李震山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9-5 (平裝) NT$560
1.警政法規 2.論述分析 575.81
火災學(含概要) / 夏鵬翔編著 .-- 第十
四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09 .-- 5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96-1 (平裝)
1.火災 2.消防 575.87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
夏鵬翔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4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97-8 (平裝)
1.火災 2.消防 575.87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釋
義(含歷年函示及公告) / 黃培誠編
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9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9-8 (平裝)
1.消防設施 2.設備標準 3.消防安全
575.875
民進黨執政觀察. 2016-2020 / 鄭明德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08 .-18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22-9-0 (平裝)
1.民主進步黨 2.臺灣政治 576.334
來去馬來西亞 : 從鄭和、孫中山到
<<辣死你媽>>,多元繽紛的南洋日常
/ 黃偉雯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272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0) .-ISBN 978-986-5524-25-8 ( 平 裝 )
NT$420
1.華僑 2.華僑史 3.社會生活 4.馬來
西亞 577.2386
我們從遠方來 / 張姿慧作 .-- 初版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5-6 (平裝) NT$350
1.新住民 2.訪談 577.67
國際關係理論入門 / 唐欣偉等著 ; 包
宗和, 張登及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2-3 (平裝) NT$380
1.國際關係 578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 : 共構文化
中國,兩岸和平是唯一解方 / 黃光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286) .-- ISBN 978-957-13-8337-8
(平裝) NT$380
1.國際關係 2.國際政治 3.未來社會
578

1.海洋政策 2.國際海洋法 3.自然資
源 4.技術發展 579.14
國際海洋法 / 黃異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4-4 ( 平 裝 )
NT$300
1.國際海洋法 579.141

政治整合的模式 / 施正鋒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歐盟研究協會,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800-2-1 (平裝) NT$36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3.國際聯盟
4.文集 578.07

從<兒童權利公約>到<兒少權法>的
增修變革析論 / 王順民, 陳麗芬, 林淑
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6-2 (平裝) NT$530
1.國際人權公約 2.兒童福利 3.少年
福利 579.27

2020 斬首式戰爭元年 : 一道世界和
平的曙光 / 汪泉著 .-- 初版 .-- 苗栗縣
卓蘭鎮 : 詹益銘,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7942-2 (平裝) NT$480
1.國際衝突 2.國際關係 3.戰略
578.18

對話的場域 :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觀
影筆記. 2020 / 王冠人等作 ; 陳韋臻,
林怡秀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
人權博物館, 10909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6-1 (平裝)
1.人權 2.電影片 3.影評 579.27

關鍵戰數 : 當代衝突的資訊革命,大
數據分析如何左右戰局 / 伊萊.博曼
(Eli Berman),喬斯夫.費爾特(Joseph H.
Felter),雅各.夏皮羅(Jacob N. Shapiro)
著 ; 李奧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Big
ideas ; 26) .-- ISBN 978-957-08-5599-9
(平裝)
1.國際衝突 2.國際關係 3.大數據 4.
戰史 578.18
南中國海 : 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 /
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
林添貴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麥田國際 ; 5) .-- ISBN 978-986-344820-4 (平裝) NT$360
1.南海問題 2.地緣政治 578.193
外 交 部 聲 明 及 公 報 彙 編 . 108 =
Statements and communiques / 外交部
公眾外交協調會編輯 .-- 臺北市 : 外
交部, 10908 .-- 4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4-4 (平裝) NT$150
1.中華民國外交 2.政府公報
578.221
海洋事務治理暨科技應用實務 / 吳
東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5-4 (平裝) NT$600

國際私法 / 柯澤東著 .-- 六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 .-- ISBN
978-957-511-396-4 (平裝) NT$500
1.國際私法 579.9
國際私法裁判選析 / 何佳芳等合著 ;
賴淳良主編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1-5 (平裝) NT$550
1.國際私法 579.9

法律
法學概論 / 劉振鯤著 .-- 二十七版 .-臺北市 : 劉振鯤出版 : 元照總經銷,
10909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5-2 (平裝) NT$350
1.法學 580
法學概論 / 陳銘祥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511-412-1 ( 平 裝 )
NT$400
1.法學 580
法學緒論 / 劉作揖著 .-- 修訂十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3-3 (平
裝)
1.法學 580
日治時期律令輯覽 / 徐國章編譯 .-南投市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0909 .51

- 冊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865454-40-1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454-41-8 ( 中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454-42-5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454-43-2 (全套:平裝)
NT$1600
1.法制史 2.日據時期 3.臺灣
580.933
中華民國憲法 / 謝政道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8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89 (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 陳志華著 .-- 修
訂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10 (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案例憲法. II, 人權保障的內容 / 李念
祖, 李劍非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740 面; 23 公分 .-- (理
律 法 律 叢 書 ) .-- ISBN 978-957-146916-4 (上冊: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3.人權
581.24
法律的法則 / 維貝克.諾加德.馬丁
(Vibeke Norgaard Martin)著 ; 馬修.佛
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 郭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9072-75-5 (平裝)
NT$320
1.法律 2.美國 583.52
民法 : 本土案例式教材 / 王國治, 徐
名駒, 鄭錦鳳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8 .-- 5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53-4 (平裝)
1.民法 2.判例解釋例 584
實用民法概要 / 劉振鯤著 .-- 二一
版 .-- 臺北市 : 劉振鯤出版 : 元照總
經銷,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6-9 (平裝) NT$400
1.民法 584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重點精要+嚴選
題庫 / 程馨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98-5 (平裝)
1.民法 584
民法物權論 / 謝在全著作 .-- 修訂七
版 .-- 臺北市 : 謝在全出版 : 新學林
總經銷, 10909 .-- 冊 .-- ISBN 978-957-

43-7929-3 ( 上 冊 : 平 裝 ) NT$730 .-ISBN 978-957-43-7930-9 (下冊:平裝)
NT$730
1.物權法 584.2
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 / 陳自強著 .-二版 .-- 臺北市 : 陳自強出版 : 元照
總經銷, 10909 .-- 392 面; 23 公分 .-(臺大法學教科書 ; 9)(契約法講義 ;
III) .-- ISBN 978-957-43-7975-0 (平裝)
NT$480
1.契約 584.31
親屬 : 案例式 / 郭欽銘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243-7 (平裝)
NT$650
1.親屬法 2.判例解釋例 584.4
刑法爭點即時通 / 罄記, 梟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0909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29-84 (平裝) NT$500
1.刑法 585
刑法案例研習 / 黃惠婷著 .-- 三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4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5-0 (第 2
冊:平裝) NT$500
1.刑法 585
特種刑事法令理論與實務 / 李榮耕
等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6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5-9 (平裝) NT$300
1.刑法 2.刑事法 3.論述分析 585
解說式 : 刑事程序法典 / 林朝雲編
著 .-- 9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2-8 (平裝) NT$400
1.刑法 2.刑事法 585
解說式 : 刑事實體法典 / 林朝雲編
著 .-- 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4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90-4 (平裝) NT$400
1.刑法 2.刑事法 585
刑法概要 : 刑法總則 / 盧映潔, 李鳳
翔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3-8 (平裝) NT$700
1.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 / 林書楷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6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242-0 ( 平 裝 )
NT$650
1.刑法總則 585.1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 張麗卿著 .-- 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5-0 (精
裝) NT$680
1.刑法總則 585.1
刑法分則新論 / 盧映潔著 .-- 十六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51 (平裝) NT$800
1.刑法分則 585.2
刑法分則實用 / 陳煥生, 劉秉鈞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8 .- 688 面; 23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86-99400-0-9 (精裝) NT$620
1.刑法分則 585.2
刑法概要 : 刑法分則 / 盧映潔, 李鳳
翔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9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4-5 (平裝) NT$700
1.刑法分則 585.2
三尺春秋 : 法史述繹集 / 趙晶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0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06 (平裝) NT$500
1.中國法制史 2.唐代 3.宋代 585.64
沒收新論 / 林鈺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9 .-- 5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511-410-7 ( 平 裝 )
NT$500
1.沒收 2.經濟刑法 3.論述分析
585.73
民事訴訟法 / 姜世明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500 面; 23 公
分 .-- (伊薩法學系列 ; 20) .-- ISBN
978-986-5532-68-0 ( 上 冊 : 平 裝 )
NT$750
1.民事訴訟法 586.1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5-2 (平
裝) NT$700
1.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 張麗卿著 .- 1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7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79 (精裝) NT$750
1.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概論 / 林俊益著 .-- 20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35 (上冊:平裝) NT$700
1.刑事訴訟法 586.2
刑事訴訟法概論 / 林俊益著 .-- 16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42 (下冊:平裝) NT$650
1.刑事訴訟法 586.2
訴訟書狀範例 / 李永然主編 .-- 七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8-1 (精
裝) NT$1500
1.書狀 2.訴訟法 586.34
日本刑事訴訟法之翻譯與實務略述 /
李春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10-9 (平裝) NT$500
1.刑事訴訟法 2.日本 586.931/2
商事法 / 吳博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6-5 (平裝)
1.商事法 587
當代案例商事法 / 劉連煜等作 .-- 增
訂八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7-3 (平裝) NT$600
1.商事法 2.判例解釋例 587

民事訴訟法. 上 / 許士宦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700
面; 23 公分 .-- (口述講義. 民事及家
事程序法 ; 第 1 卷) .-- ISBN 978-9865532-47-5 (平裝) NT$8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現代公司法 = Modern corporate law /
劉連煜著 .-- 增訂十五版 .-- [新北市] :
劉連煜出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總經銷,
10909 .-- 7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0-5 (平裝) NT$780
1.公司法 587.2

民事訴訟法快易通 / 李後政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9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52280-1 (平裝) NT$5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票據法 / 王志誠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02-2 (平裝) NT$600
1.票據法規 587.4

刑事訴訟法 / 盧映潔, 李鳳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5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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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 : 保險契約法暨保險業法 / 劉
宗榮著 .-- 修訂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8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2-5 (平裝)
1.保險法規 587.5
信託法實務問題與案例 / 潘秀菊, 陳
佳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97-1 (平裝) NT$450
1.信託法規 2.判例解釋例 587.83
行政法 / 吳志光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6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32-49-9 ( 平 裝 )
NT$700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 / 莊國榮著 .-- 修訂六版 .-- 新
北市 : 莊國榮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總
經銷, 10909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8-4 (平裝) NT$600
1.行政法 588
如何向國家討公道 / 葉百修, 蔡佳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葉百修出版 :
三民經銷, 10909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7-6 ( 平 裝 )
NT$500
1.行政救濟法 2.國家賠償法 588.14
勉忠詩八百首及建言集 : 嘉義縣大
林地政事務所等機關不作為 / 林添
旺撰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添旺,
109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7-2 (平裝)
1.訴願法 2.行政訴訟 3.行政救濟
588.15
地方制度法論 / 黃錦堂著 .-- 三版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6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11-394-0 (平裝)
NT$720
1.地方自治 2.地方法規 3.論述分析
588.22
法務部廉政署工作報告. 108 年度 =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2019 annual report / 侯寬仁, 陳
榮周總編輯 .-- 臺北市 : 法務部廉政
署, 10909 .-- 1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4-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30
1.法務部廉政署 589.13
署誌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 陳玉華,
楊美溶執行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地檢署, 10909 .-- 3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3-33-7 (精裝)
1.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2.歷史
589.5

高牆內的黑暗角落 : 獄政管理與假
釋更生制度之改革 / 王健驊, 趙志霖
合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9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32 (平裝) NT$300
1.刑事訴訟法 2.獄政 3.獄政法規
589.8

軍事
重返韋昌嶺 : 那些年,我們一起抽中
的金馬獎 / 地方賊作 .-- 初版 .-- 基隆
市 : 基市文化局,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文心叢刊 ; 302) .-- ISBN 978986-5417-07-9 ( 平 裝 附 隨 身 碟 )
NT$350
1.兵役 2.軍人生活 3.回憶錄 591.65
五角大廈之腦 / 安妮.雅各布森
(Annie Jacobsen)作 ; 王建基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政務辦公室, 10909 .-500 面; 21 公分 .-- (軍官團教育參考
叢書 ; 665) .-- ISBN 978-986-5446-46-8
(精裝) NT$300
1.軍事科學 2.國防戰略 3.國家安全
4.美國 591.952
天下第一奇策 : 三十六計 / 方東野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9-9-4 (平裝)
1.兵法 2.謀略 3.中國 592.09
增訂武經註解.吳子 / 夏振翼纂訂 .-初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發行, 10908 .-- 155 面; 21 公分 .- (奉元夏學叢書 ; 2) .-- ISBN 978-98698899-1-9 (平裝) NT$235
1.吳子兵法 2.注釋 592.093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 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 鈕先鍾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冊 .-- (李德哈特說戰史 ; 6-7) .-- ISBN
978-986-344-809-9 ( 上 冊 : 平 裝 )
NT$499 .-- ISBN 978-986-344-810-5 (下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344-811-2 (全套:平裝)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戰史 592.9154
最長的一日 : 諾曼第登陸的英勇故
事 / 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著 ;
黃文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燎原出
版,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82-6-9 (平裝)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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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戰史 3.法國
592.9154
海軍戰鬥系統工廠四十週年特刊 =
Naval combat system facility / 陳韋至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海軍戰鬥系統
工廠, 10908 .-- 107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46-44-4 (精裝) NT$750
1.海軍 2.歷史 3.臺灣 597.8
基地顯影 空軍群英 : 前空軍桃園基
地設施群口述訪談 / 葉子維, 謝名恒
編輯撰稿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69-5 (精裝)
1.空軍 2.訪談 3.空軍基地 4.口述歷
史 5.桃園市 598.8
國家安全情報法制專題研究 / 顏志
榮著 .-- 桃園市 : 顏志榮, 10907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32 (第 1 冊:平裝) NT$360
1.國家安全 2.國防法規 3.監察制度
599.023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歷史手藝人 : 近代史學的閱讀與寫
作方法 / 皮國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4-7 (平裝)
1.史學方法 603
地圖會說謊 : AI 世代一定要了解的
地圖判讀與空間認知能力 / 若林芳
樹著 ;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232 面; 21 公分 .-- (圖
解) .-- ISBN 978-957-08-5604-0 (平裝)
1.地圖學 2.地圖資訊系統 609.2

中國史
沉睡的帝國. 一, 皇權的篡奪與后妃、
外戚、宦官間的寵鬥 / 魏鑒勛, 張國
慶, 蔣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9 .-- 448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30) .-- ISBN
978-986-99045-8-2 (平裝) NT$480
1.中國史 610
沉睡的帝國. 二, 忠奸的對決與當權
者的白色恐怖 / 楊英杰, 喻大華, 張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

都會文化發行, 10910 .-- 448 面; 23 公
分 .-- (History ; 131) .-- ISBN 978-98699045-9-9 (平裝) NT$480
1.中國史 610
沉睡的帝國. 三, 權臣的上位鬥爭與
朋黨派系之患 / 王若, 蔣重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
化發行, 10911 .-- 464 面; 23 公分 .-(History ; 132) .-- ISBN 978-986-994364-2 (平裝) NT$480
1.中國史 610
沉睡的帝國. 四, 藩鎮割據之亂與新
政舊制衝擊的悲歌 / 趙東艷, 張志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
都會文化發行, 10911 .-- 464 面; 23 公
分 .-- (History ; 133) .-- ISBN 978-98699436-5-9 (平裝) NT$480
1.中國史 610
一本書讀懂二十五史故事 / 張承望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
用 ; 141) .-- ISBN 978-986-392-327-5
(平裝) NT$399
1.二十五史 610.07
中古門第論集 / 何啓民著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8 .-- 3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34-3 (平
裝) NT$480
1.中國史 2.封建社會 3.官制 4.文集
610.07
一本書讀懂資治通鑑故事 / 張靈慧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
用 ; 140) .-- ISBN 978-986-392-326-8
(平裝) NT$399
1.資治通鑑 2.歷史故事 610.23
天命之爭 :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
裂 / 朱磊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0-6
(平裝) NT$360
1.中國史 610.4

中國斷代史
王鳴盛<<尚書後案>>研究 / 王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410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究叢書. 文
史新視界叢刊 ; 0402012) .-- ISBN 978986-478-374-8 (平裝) NT$580
1.書經 2.研究考訂 621.117

秦朝那些人那些事. 崩之卷 / 譚自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
10910 .-- 446 面; 23 公分 .-- (龍圖騰文
庫 ; YL013) .-- ISBN 978-986-388-1308 (平裝) NT$580
1.秦史 2.通俗史話 621.9
咸陽故夢 : 亂世質子嬴政的逆轉翻
盤之路 / 陳深名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2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8-4 (平裝) NT$320
1.秦始皇 2.傳記 621.91
名教與新經 : 東晉袁宏<<後漢紀>>
的 史 論 及 其 思 想 = The historical
comment and thought of Yuan Hong's
Annals of the Later Han / 蘇子齊著 .-初版 .-- 新北市 : 致知學術, 10908 .-298 面; 21 公分 .-- (文學經典系列 ;
13) .-- ISBN 978-986-98692-7-0 (平裝)
NT$480
1.(晉)袁宏 2.後漢紀 3.學術思想 4.史
學 5.研究考訂 622.202
熬通宵也要讀完的三國史 / 覃仕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90-9 (平裝)
1.三國史 2.通俗史話 622.3
英雄訓練手冊 : 三國志傳奇 / 渡邊義
浩作 ;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1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37-5 (平裝)
NT$320
1.三國志 2.研究考訂 622.301
朱元璋傳 / 吳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3-121-7 (平裝) NT$450
1.明太祖 2.傳記 626.1
最初的國會 : 晚清精英救國之謀
1910-1911 / 李德林著 .-- 修訂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5-1 (平裝) NT$390
1.晚清史 627.9
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 /
呂妙芬, 康豹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近史所, 10910 .-- 700 面; 26 公
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SBN 978-986-5432-52-2 ( 精 裝 )
N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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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運動 2.宗教史 3.中國
628.263
中國驚雷 : 國民政府二戰時期的災
難紀實 /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賈安娜(Annalee Jacoby)著 ; 林奕慈編
譯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26) .-- 終戰 75 周年
紀念版 .-- ISBN 978-986-99436-0-4 (平
裝) NT$480
1.民國史 2.國民政府 3.第二次世界
大戰 628.5
歷雨迎鋒 : 國軍抗戰紀念碑考 =
Monuments of forgotten soldiers of ROC
armed forces for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 徐全著 .-- 臺北市 : 黎
明文化, 10910 .-- 4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16-0913-3 ( 平 裝 )
NT$450
1.中日戰爭 2.戰史 3.紀念碑 628.5
淞滬會戰 : 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
總部報告 / 佚名作 ; 滕昕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老戰友工作室, 10908 .- 124 面; 23 公分 .-- (國魂系列 ; 24) .- ISBN 978-986-98742-3-6 ( 平 裝 )
NT$300
1.八一三淞滬抗戰 628.52
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報告書 /
楊海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
文創, 10909 .-- 526 面; 23 公分 .-- (內
蒙古文革檔案 ; 8)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4-2 (平裝) NT$800
1.文化大革命 2.內蒙古 3.種族滅絕
4.內蒙古自治區 628.75

中國文化史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 : 蒙古時代
以降的內亞與中國 / 蔡偉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3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4-1 ( 平 裝 )
NT$450
1.民族史 2.遊牧民族 3.中國史 639

中國史料
<<明熹宗實錄>>點校. 6(卅一-卅六
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24-9-3 (平裝) NT$600

1.明熹宗 2.實錄

654.68

中國地方志
異鄉夢醉 : 一個香港女生與九個居
港異鄉人的對話 / 艾禮著 .-- 一版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7-3 (平裝) NT$320
1.社會生活 2.文化 3.訪談 4.香港特
別行政區 673.84

世界史地
BBC 世界史 / 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著 ; 邢科, 汪輝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45-5-8 (平裝) NT$650
1.世界史 711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 陳衛平, 林滿
秋, 黃郁彬撰文 ;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57-490-5065 (第 1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07-2 (第 2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08-9 (第 3 冊:精
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096 (第 4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0-2 (第 5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1-9 (第 6 冊:精
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26 (第 7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3-3 (第 8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4-0 (第 9 冊:精
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57 (第 10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6-4 ( 第 11 冊 : 精 裝 )
NT$300 .-- ISBN 978-957-490-517-1 (第
12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18-8 (第 13 冊:精裝) NT$300 .-ISBN 978-957-490-519-5 (第 14 冊:精
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201 (第 15 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957-490-521-8 (全套:精裝) NT$7200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歷史在這裡發生過 / 雅各.菲爾德
(Jacob F. Field)著 ; 葉咨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縱橫歷史 ; 18) .-- ISBN 978-986477-914-7 (平裝) NT$450

1.世界史

711

完結日.善惡大決戰與回歸的預言 :
地球編年史. 第七部 / 撒迦利亞.西琴
(Zecharia Sitchin) 作 ; 龔 力, 洪 禎 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336 面;
22 公分 .-- (The other ; 21) .-- ISBN 978986-96857-7-1 (平裝) NT$480
1.古代史 2.文明史 3.地球 712.1
已開始想念 / 謎卡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凱特文化創意,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文學良品 ; 26) .-- ISBN
978-986-97345-8-5 (平裝) NT$350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梵夫寰宇行吟 / 巫漢增著 .-- 初版 .-臺中市 : 文學街, 10908 .-- 168 面; 30
公分 .-- (梵夫集 ; 三) .-- ISBN 978-98697912-8-1 (平裝) NT$20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帶著聖經去旅行 : 跟著摩西出埃及
(埃及、以色列、約旦) = Travel with
Bible : the path of Moses / 白碧香(BiHsiang, Pai)著 .-- 初版 .-- [新竹市] : 白
碧香出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諮
詢顧問發行, 10910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31-6 (精裝)
NT$600
1.旅遊 2.聖地 3.世界地理 719
闐赫看世界 / 劉闐赫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百科電子, 10908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617-8-7 (平
裝) NT$25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十小時速懂日本史 / 石川晶康著 ; 林
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
庫 ; 231) .-- ISBN 978-986-522-196-6
(平裝) NT$350
1.日本史 731.1
日本語演化論 : 誰說笑門福必來?一
本掀開 154 個詞語面紗的庶民生活
史 / 古川愛哲著 ; 吳羽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發現日本 ; 7) .-- ISBN 978986-248-917-8NT$320
1.日本史 2.日語 3.文化研究 731.1
原來如此!日本歷史奇聞物語不思議
/ 李仁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55

10909 .-- 2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36-3-4 (平裝) NT$350
1.日本史 731.1
江戶人的生活超入門 / 江戶歷史研
究會著 ; 章蓓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910 .-160 面; 21 公分 .-- (日本再發現 ; 14) .- ISBN 978-986-99083-3-7 ( 平 裝 )
NT$360
1.生活史 2.江戶時代 3.日本 731.26
一本看懂!戰國武士與忍者的作戰圖
鑑 / 小和田哲男, 山田雄司監修 ; 童
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8-8 (平裝)
1.文化 2.武術 3.戰國時代 4.日本
731.3
現代日本外交史 : 冷戰後的摸索及
首相們的決斷 / 宮城大藏著 ; 馮秋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280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庫 ; 242) .- ISBN 978-986-522-195-9 ( 平 裝 )
NT$380
1.日本史 2.外交史 3.現代史 731.4
戰 後 日 本 外 交 史 =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 五百旗頭真
編 ; 陳鵬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3-7 (平裝) NT$400
1.日本史 2.外交史 731.4
Tokyo Style 日常東京 / 都築響一著 ;
陳怡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09 .-- 384 面; 19X20 公分 .-- (討論
區 ; 29) .-- ISBN 978-986-179-552-2 (平
裝) NT$599
1.人文地理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85
關西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2020 : 奈良.
滋賀.和歌山.三重.岡山 / 黃雨柔, 周
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Wagamama ; 56) .-- ISBN 978-986-289533-7 (平裝) NT$420
1.旅遊 2.日本關西 731.7509
你一定想看的韓國史 / 楊益, 鄭嘉偉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3) .-- ISBN 978-986-392-329-9 (平裝)
NT$340
1.韓國史 2.近世史 732.25

縱觀百年西亞 : 從阿以衝突、庫德
族到伊朗核協議,歷史糾葛與當代議
題 / 陳立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歷史. 世界史) .-- ISBN 978-957-053283-8 (平裝) NT$400
1.中東史 2.中東問題 3.國際衝突
735.01
未知,是最好的安排 : 勇闖以色列 / 陳
俞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9 .-- 350 面; 23 公分 .-- (釀旅人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17-4 (平裝) NT$600
1.遊記 2.以色列 735.39
約旦&佩特拉遺跡 黎巴嫩 = Jordan &
Petra Lebanon /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
作 ; 林安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16 面; 21 公分 .-- (地球の步
き方 ; KJ0064) .-- ISBN 978-986-289531-3 (平裝) NT$680
1.旅遊 2.約旦 3.黎巴嫩 735.69
烽火重生之歌 : 柬埔寨 30 年扶貧記
事 / 楊蔚齡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9 .-- 344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7) .-- ISBN 978-986-323-357-2 (平裝)
NT$380
1.柬埔寨史 2.人文地理 3.政治經濟
4.報導文學 738.41

臺灣史地

「密使一號」吳石共諜案 : 監察院
調查報告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4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45-6 (平裝)
NT$42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于非共諜案 : 監察院調查報告 / 監察
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8 .-- 5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46-3 (平裝) NT$60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台電匪諜案 : 監察院調查報告 / 監察
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44-9 (平裝) NT$15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流麻溝十五號 : 綠島女生分隊及其
他 / 曹欽榮, 林芳微採訪整理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9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2-9 (平
裝) NT$45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女性傳記
4.口述歷史 733.2931
伊能嘉矩 臺灣地名辭書 / 伊能嘉矩
著 ; 吳密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家, 遠足文化, 10909 .-- 464 面; 22 公
分 .-- (Common ; 60) .-- ISBN 978-9579542-98-2 (平裝) NT$600
1.歷史地名 2.臺灣史 733.37

當代臺灣本土大眾文化. 第二冊, 鄉
情深知與影劇創新精選集 / 陳正茂,
張憲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7-6 (平裝) NT$580
1.臺灣研究 2.臺灣文化 3.文集
733.07

圖解台灣問俗小百科 : 100 個日常民
俗生活的問答題 / 李秀娥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圖解台灣 ; 27) .-- ISBN
978-986-5529-50-5 (平裝) NT$490
1.臺灣文化 2.民間信仰 3.通俗作品
733.4

記憶、海洋與尋常歷史 / 陳國棟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中心,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2-7 (平裝) NT$350
1.臺灣史 2.海洋 3.文化 733.22

台灣名產選物帖 : 外帶一份台灣味,
精選一百件台灣必買在地伴手禮 /
超喜歡台灣編輯部著 ; Allen Hs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6-18-3 (平裝)
1.旅遊 2.禮品 3.購物指南 4.臺灣
733.6

島嶼浮世繪 : 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 /
蔣竹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 10909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18-2 (平裝) NT$450
1.日據時期 2.生活史 3.臺灣史
733.28

單車.部落.縱貫線-不是最近,卻是最
美的距離 : 21 條路線穿越台灣南北
原鄉,深遊 190 個部落祕境 / 陳忠利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
56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92
面; 23 公分 .-- (Theme ; 48) .-- ISBN
978-986-289-532-0 (平裝) NT$420
1.文化觀光 2.部落 3.腳踏車旅行 4.
臺灣遊記 733.6
臺北老屋三生事 / 水瓶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文創,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413-88 (平裝) NT$480
1.人文地理 2.歷史性建築 3.臺北市
733.9/101.4
寶島遊 : 大台北美景多. II / 藍色水銀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0-0 (平裝) NT$350
1.遊記 2.臺北市 3.新北市
733.9/101.69
彼時→此刻 : 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
化園區歲月記事 = The moment / 林曉
薇, 楊舒雅, 彭婉儀編輯撰文 .-- 桃園
市 : 桃園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10908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0-1 (平裝) NT$450
1.古蹟 2.神社 3.祠堂 4.桃園市
733.9/109.6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 鳥瞰蒼天眷
顧之地 : 認識彰化西南角生態環境
變遷 / 蔡嘉陽, 空拍彰化生態環境-鳥
瞰海岸與山林之美班作 .-- 彰化縣二
林鎮 : 二林社大, 10908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8914-8-7 (平裝)
1.方志 2.彰化縣二林鎮
733.9/121.9/105.1
東高慢食旅 / 汪詠黛等作 ; 高雄市政
府觀光局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觀光局, 10909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16-74-4 (平裝)
1.遊記 2.高雄市 733.9/133.6
無水寮史地文化誌 / 梁明輝等作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勞動生活
教育促進會, 高雄市義民爺文化協會,
10909 .-- 2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81-0-4 (平裝) NT$2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高雄市大樹區
733.9/133.9/109.2
慢經濟 : 遇見池上.心風景 / 游苔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
活 ; 19) .-- ISBN 978-986-398-598-3 (平
裝) NT$400

1.產業發展 2.社區總體營造 3.臺東
縣池上鄉 733.9/139.9/109.5

歐洲史地
SPQR : 璀璨帝國,盛世羅馬,元老院與
人民的榮光古史 / 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著 ; 余淑慧, 余淑娟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688 面;
21 公分 .-- (Mary Beard 作品集) .-ISBN 978-957-08-5602-6 (平裝)
1.古羅馬 2.歷史 3.羅馬帝國 740.22
歐洲最美城市 / 蘇瑞銘著 .-- 初版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
行,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12-7 (平裝) NT$450
1.自助旅行 2.歐洲 740.9
第三帝國時代德國的反納粹運動 =
The German resistance movement during
the Third Reich / 王琪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 新北
市 : 稻鄉發行, 10908 .-- 23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8-6-4 (平裝)
NT$300
1.德國史 2.納粹 3.希特勒時代
743.257

美洲史地
巨人 : 美利堅帝國的崛起與衰弱 / 尼
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 相藍欣,
周莉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45-4-1 (平
裝) NT$650
1.美國史 2.帝國主義 752.1
我們就是力量 : 非暴力行動主義如
何改變世界 / 托德.哈薩克-洛威(Todd
Hasak-Lowy)著 ; 劉名揚譯 .-- 初版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5-0 (平裝) NT$42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歷史 4.美
國 752.1
真理的史詩 : 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
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
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歷史 /
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著 ; 馮卓健,
涂豐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0 .-- 冊 .-- (Historia 歷史學

堂 ; MU0037S) .-- ISBN 978-986-550941-5 (上冊:平裝) NT$630 .-- ISBN 978986-5509-42-2 (下冊:平裝) NT$630 .-ISBN 978-986-5509-43-9 (全套:平裝)
NT$1260
1.美國史 752.1
魔幻拉美. 2, 平凡中的絢麗生命 / 陳
小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6) .-- ISBN 978-986-323-355-8 (平裝)
NT$380
1.區域研究 2.現代史 3.拉丁美洲
754

非洲史地
突尼西亞 :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曙光 /
薩夫萬.M. 馬斯里(Safwan M. Masri)
作 ; Aaron Sho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456 面; 21 公分 .- (Revolution ; 18) .-- ISBN 978-957-138360-6 (平裝) NT$480
1.歷史 2.民主化 3.突尼西亞 767.4

傳記
他們都是猶太人 / 湯天一, 胡新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1 .-- 44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105-4-5 (平裝)
1.世界傳記 2.猶太民族 781.05
成功的女人都是狠角色 / 滺湙著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0 .-300 面; 21 公分 .-- (Power 系列 ; 60) .- ISBN 978-986-453-127-1 ( 平 裝 )
NT$340
1.女性傳記 781.052
竹林七賢研究 / 何啓民著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8 .-- 30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35-0 (平
裝) NT$480
1.傳記 2.學術思想 3.魏晉南北朝哲
學 782.243

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局, 10910 .-- 352
面; 26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03) .-- ISBN 978-986-5427-30-6 (平裝)
NT$380
1.姓名錄 2.澎湖縣 782.48
國士無雙 : 大漢開國功臣第一人韓
信 / 歐陽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3-7
(平裝) NT$330
1.(漢)韓信 2.傳記 782.821
眠一場草堂春夢 : 於大唐江山中遇
見杜甫 / 山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1-5
(平裝) NT$299
1.(唐)杜甫 2.傳記 782.8415
曾國藩家書.家訓(附手札真跡) / 曾國
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08-6 (精裝) NT$500
1.(清)曾國藩 2.傳記 3.家訓 782.877
金庸逸事 / 沈西城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0909 .-- 230 面; 21 公
分 .-- (血歷史 ; 184) .-- BOD 版 .-ISBN 978-986-5540-16-6 ( 平 裝 )
NT$290
1.金庸 2.傳記 782.886
規範與對稱之美 : 楊振寧傳 / 江才健
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10909 .-61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7) .- ISBN 978-986-5535-67-4 ( 精 裝 )
NT$700
1.楊振寧 2.傳記 782.886
謫花 : 再詳張愛玲 / 魏可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9 .- 472 面; 23 公分 .-- (印刻文學 ; 640) .- ISBN 978-986-387-358-7 ( 平 裝 )
NT$500
1.張愛玲 2.傳記 782.886

解密末代帝王的亡國路 : 中國歷朝
的興衰與更迭的命運 / 姚偉鈞, 宋傳
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36-3-5 (平裝)
1.帝王 2.傳記 3.中國 782.27

吳忠信日記(1926-1929)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26-1929 / 吳忠信
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民 國 日 記 ; 40) .-- ISBN 978-98699288-8-5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征風戰水遷八罩 : 澎湖望安七美古
厝聚落姓氏圖鑑 / 蔡光庭作 .-- 澎湖

吳忠信日記(1930-1933)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30-1933 / 吳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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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0908 .-- 317 面; 21 公分 .-( 民 國 日 記 ; 41) .-- ISBN 978-98699288-9-2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34-1936)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34-1936 / 吳忠信
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0908 .-- 278 面; 21 公分 .-( 民 國 日 記 ; 42) .-- ISBN 978-98699448-0-9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37-1939)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37-1939 / 吳忠信
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0908 .-- 210 面; 21 公分 .-( 民 國 日 記 ; 43) .-- ISBN 978-98699448-1-6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40)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0 / 吳忠信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8 .-- 181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
記 ; 44) .-- ISBN 978-986-99448-2-3 (平
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守.破.離 : 日本工藝美學大師的終極
修練 / 葛維櫻, 王丹陽, 王鴻諒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320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ISBN
978-957-13-8362-0 (平裝) NT$380
1.傳記 2.訪談 3.日本 783.11
狂狷.寺山修司 = Terayama Shuji / 楊
元鈴等作 ; 楊元鈴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8-5 ( 平 裝 )
NT$120
1.寺山修司 2.導演 3.作家 4.傳記
783.18
磐石勇者 : 住吉秀松及其家族的故
事 : 住吉組追懷錄-明治 33 年 / 李文
雄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李文雄(臺南
市), 10909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2-8 (平裝)
1.住吉秀松 2.傳記 783.18
鶼鰈情深 : 相知相守一甲子 / 陳國華
口述 ; 蔡宜玲撰文 .-- 臺北市 : 華宏
投資,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53-0-1 (平裝)
1.陳國華 2.曾吟雪 3.臺灣傳記
783.31

走過塵土與雲月. 第三集 / 復興崗第
14 期第 9 屆同學會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908 .-- 280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26) .-- ISBN 978986-314-523-3 (平裝) NT$400
1.臺灣傳記 783.318
一以貫之 : 戴立寧的經歷和堅持 / 戴
立寧口述 ; 郭建龍, 谷重慶撰寫 .-- 初
版 .-- 臺北市 : 戴立寧, 10908 .-- 4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26 (平裝) NT$600
1.戴立寧 2.臺灣傳記 783.3886
中正醫路 : 從醫師到總裁 / 蕭中正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時報悅
讀 ; 35) .-- ISBN 978-957-13-8327-9 (平
裝) NT$380
1.蕭中正 2.自傳 3.醫師 783.3886
水良伯的老農哲學 : 聽見植物的聲
音 / 陳水良口述 ; 林子內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GB493) .-- ISBN 978-986-553562-9 (平裝) NT$380
1.陳水良 2.農業經營 3.臺灣傳記
783.3886
方師鐸教授學行年表附學術論叢 /
陳惠美, 謝鶯興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
書館, 10909 .-- 320 面; 25 公分 .-- (東
海文庫. 師長篇 ; 4) .-- ISBN 978-957548-059-2 (平裝)
1.方師鐸 2.學術思想 3.傳記
783.3886
永遠的郝柏村 : 用生命書寫中華民
國史詩 / 高希均, 王力行, 郝龍斌總策
畫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8 .-- 296 面; 28 公分 .-- (社會
人文 ; BGB998) .-- ISBN 978-986-553551-3 (平裝) NT$2000
1.郝柏村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我在崗背的日子 / 馮輝岳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0910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61-47 (平裝) NT$250
1.馮輝岳 2.自傳 783.3886
我的人妖同學 / 愛里.蔡蜜綺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86 (平裝)
1.愛里.蔡蜜綺 2.自傳 783.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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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這件不平凡的小事 : 起士公爵
的減法蛋糕 / 王奕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04-4 (平
裝) NT$350
1.王奕凱 2.自傳 3.創業 4.企業經營
783.3886
風中的花 可以聽見風的祝福 : 一個
聽力重建的奇蹟與美麗事業的相遇 /
吳茵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家親
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45-8-6 (平裝) NT$320
1.吳茵如 2.臺灣傳記 783.3886
軍伕倖存者 : 吳金坤的玉田人生 / 陳
麗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吳永鎮,
10908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6-4 (平裝)
1.吳金坤 2.臺灣傳記 783.3886
風雨故人來,誰來晚餐? / 吳英秦, 楊
怡莉作 .-- 新北市 : 吳英秦, 楊怡莉,
10909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0-3 (平裝)
1.吳英秦 2.自傳 783.3886
*唐守謙代理校長紀念專輯 / 謝鶯興
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08 .- 180 面; 25 公分 .-- (東海文庫. 校長
篇 ; 3) .-- ISBN 978-957-548-055-4 (平
裝)
1.唐守謙 2.校長 3.臺灣傳記
783.3886
宮前町九十番地 / 張超英口述 ; 陳柔
縉執筆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344821-1 (平裝) NT$400
1.張超英 2.自傳 783.3886
唐謨國先生百歲榮壽紀念集 / 楊君
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8 .-- 1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49) .-- ISBN
978-986-478-372-4 (平裝)
1.唐謨國 2.臺灣傳記 783.3886
陳希煌教授紀念追思集 / 彭作奎等
作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908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47 (平裝)
1.陳希煌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辜顯榮翁傳 / 宮崎健三主筆 ; 尾崎秀
太郎(尾崎秀真)主編 ; 王佐榮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08 .-- 4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52 (平裝) NT$560
1.辜顯榮 2.臺灣傳記 783.3886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10-9 (平
裝)
1.坎儂(Cannon, Joanna) 2.醫師 3.回憶
錄 784.18

文網,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889-6 (平裝) NT$350
1.川普(Trump, Donald, 1946- ) 2.傳記
3.企業經營 785.28

愛上飛將軍 : 雷虎將軍林隆獻的生
命故事 = An air general's love / 林陳翠
錦口述 ; 依品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周大觀基金會,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168-4-7 (精裝)
NT$380
1.林隆獻 2.臺灣傳記 3.軍人
783.3886

永遠的情人莒哈絲 / 王筱瑩著 .-- 修
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4-4 (平裝) NT$250
1.莒哈絲 2.傳記 784.28

不死玫瑰 : 戴瑞克.羅斯 / 戴瑞克.羅
斯 (Derrick Rose), 山 姆 . 史 密 斯 (Sam
Smith)著 ; 蔡世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
分 .-- ( 入 魂 ; 5) .-- ISBN 978-98699410-1-3 (平裝) NT$380
1.羅斯(Rose, Derrick.) 2.運動員 3.職
業籃球 785.28

蔡壁如的 14 個挑戰 / 蔡壁如作 ; 楊
蕙蘭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9 .-- 216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0) .-- ISBN 978-957-13-8367-5 (平裝)
NT$320
1.蔡壁如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783.3886
謝南光 : 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
黨 / 戚嘉林作 .-- 臺北市 : 戚嘉林出
版 ; 新北市 : 聯合經銷, 10909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43 (平裝) NT$380
1.謝南光 2.臺灣傳記 783.3886
騎著黃牛 尋找巴菲特 / 許福源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81-8 (平裝) NT$300
1.許福源 2.自傳 783.3886
醫樹的人 : 臺灣第一位女樹醫教你
如何看樹、懂樹 / 詹鳳春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最猛職人 ; 21) .-- ISBN
978-986-98938-9-3 (平裝) NT$399
1.詹鳳春 2.自傳 783.3886
缅甸华裔王国达传奇 / 楚兰着 .-- 初
版 .-- 新北市 : 秋雨文化, 10909 .-- 464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緬甸華裔王
國達傳奇 .-- ISBN 978-986-7120-88-5
(精裝) NT$600
1.王國達 2.傳記 3.緬甸 783.818
緬甸華裔王國達傳奇 / 楚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秋雨文化, 109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120-878 (精裝) NT$600
1.王國達 2.傳記 3.緬甸 783.818
破裂與修補 : 初級醫師的生命日誌 /
喬安娜.坎儂著 ; 林宜萱譯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256 面;

法蘭西戰神 : 開創第一帝國的拿破
崙 / 潘于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50-8
(平裝) NT$320
1.拿破崙(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1769-1821) 2.傳記 784.28
哈伯瑪斯 : 當代新思潮的引領者 / 陳
勳武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9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2-0 (平裝)
NT$380
1.哈伯瑪斯(Habermas, Jurgen, 1929-)
2.傳記 784.38
攀向自由 : 波蘭登山者們挑戰巔峰
的黃金年代 / 柏娜黛.麥當勞
(Bernadette McDonald)著 ; 劉麗真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480 面; 19 公分 .-- (Meters ;
FM1003) .-- ISBN 978-986-235-867-2
(平裝) NT$550
1.登山 2.傳記 3.波蘭 784.441
俄羅斯文壇巨星 : 崇尚愛與和平的
托爾斯泰 / 林真如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61-4 (平裝) NT$330
1.托爾斯泰(Tolstoy, Leo, graf, 18281910) 2.傳記 784.88
永不滿足 : 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唐
納.川普 / 瑪莉.川普(Mary L. Trump)
著 ; 周辰陽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people) .-- ISBN 978-957-08-5610-1 (平
裝)
1.川普(Trump, Donald, 1946- ) 2.川普
家族 3.家族史 4.傳記 5.美國
785.27
川普逆襲傳奇? : 成也川普敗也川普
的真相揭密 / 王晴天著 .-- 新北市 :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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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戲 團 女 孩 / 泰 莎 . 方 亭 (Tessa
Fontaine)作 ; 康學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99-5 (平裝)
NT$400
1.方亭(Fontaine, Tessa) 2.傳記
785.28
夥計,接棒 : 一家世界上最不尋常企
業神奇的成功故事 / 李卡多.塞姆勒
著 ; 顧淑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 10909 .-- 3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8393-94-3 ( 平 裝 )
NT$460
1.塞姆勒(Semler, Ricardo) 2.企業家 3.
自傳 4.巴西 785.718
臺南市媽祖樓試經口蘇氏族譜 : 第
三次重修. 1778-2020 .-- 臺南市 : 蘇信
豪, 10908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3-3 (精裝)
1.蘇氏 2.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太平媽
南投陶香爐維護修復計畫案修復成
果報告書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作 .-初 版 .--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 雲 縣 府 ,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54-8 (平裝) NT$300
1.古物修復 2.文物保存維護 3.民俗
文物 4.雲林縣 790.72
探奧索隱 :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 黃彥達主編 .-- 臺北市 :
紙文物維護學會, 109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56-7-4 (平裝)
NT$400
1.文物保存維護 2.文物修復 3.文集
790.7207

鑄幣三千年 : 50 枚錢幣串聯的極簡
中國史 / 王永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576 面; 23 公分 .-- (歷
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597-5
(平裝)
1.古錢 2.歷史 3.中國 793.4
古陶器宋瓷收藏展 = The collection
exhibition of Song ceramics / 唐連成, 王
麗娟, 張麗齡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08 .-- 26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71-8 (平裝)
NT$2000
1.古陶瓷 2.瓷器 3.宋代 796.6
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 謝明良作 .-再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413-9 ( 平 裝 )
NT$580
1.古陶瓷 2.跨文化研究 796.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第七輯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0908 .-213 面; 24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98247-6-7 (平裝) NT$340
1.簡牘學 2.研究方法 3.文集
796.807
沉睡六千年的半坡遺跡 / 張禮智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8 .-- 1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46-1 ( 平 裝 )
NT$350
1.半坡遺址 2.史前文化 799.84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之華語教學 / 汪
威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76-8 (平裝) NT$400
1.漢語教學 2.教學研究 3.文集
802.03
這個時候你怎麼說? : 戀愛華語 / 舒
兆民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0909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9-7 (平裝) NT$200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802.03
字書裡的動物世界 / 潘銘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200

面 ; 21 公 分 .-- ( 文 化 生 活 叢 書 ;
1300004) .-- ISBN 978-986-478-375-5
(平裝) NT$280
1.漢語文字學 2.字書 3.動物 802.2
花心漢字解構遊戲書 / 于美人著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0909 .-12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862-1-5 (平裝) NT$280
1.漢字 2.語言學習 802.2
說文中之古文考 / 商承祚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8 .-- 1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25-0 (平
裝) NT$300
1.說文解字 2.研究考訂 802.21
超好玩!部首拼字遊戲書. 人體.動作
篇 / 劉克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文創文化, 10910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3-7 ( 平 裝 )
NT$360
1.中國文字 2.漢字 802.27
超好玩!部首拼字遊戲書. 動物.自然
篇 / 劉克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文創文化, 10910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4-4 ( 平 裝 )
NT$360
1.中國文字 2.漢字 802.27
當代國語語音學 / 張淑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2-9 (平
裝) NT$300
1.語音學 2.聲韻 3.國語 802.4
聲韻學與用 / 陳梅香等作 .-- 一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0-4 (平裝)
NT$600
1.漢語 2.聲韻學 802.4
帝王皇后識字普查 / 陳文豊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
發所, 109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17-3-0 (平裝) NT$850
1.閩南語 2.漢語文字學 802.5232
最新國文多元型式作文勝經 / 楊仁
志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9 .-- 4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108-1 (平裝)
1.漢語 2.作文 802.7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
李宜藍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8 .-- 7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87-9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60

圖解大考子集古文 : 精煉閱讀寫作,
探解試題 / 簡彥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10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236-9 ( 平 裝 )
NT$380
1.漢語 2.讀本 802.8
圖解大考經史古文 : 精煉閱讀寫作,
探解試題 / 簡彥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10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226-0 ( 平 裝 )
NT$380
1.漢語 2.讀本 802.8
不小心當了日文翻譯? : 新手譯者的
教戰守則 / 林士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眾文圖書, 10909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32-547-3 (平裝)
1.日語 2.翻譯 803.1
大學「初級日語」的教與學 = 大学
における「初級日本語」の教育 /
賴 芷 葳 著 .-- 新 北 市 : 尚 昂 文 化 ,
10908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38-8-4 (平裝) NT$500
1.日語 2.教學法 803.103
我的第一本日語慣用語 / 奧村裕次,
林旦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 10909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37-9 (平裝) NT$499
1.日語 2.慣用語 803.135
基礎日本語 助詞 / 趙福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大字清晰版 .-- ISBN 978957-710-795-4 (平裝) NT$380
1.語法 2.助詞 3.日語 803.167
OSHARE 手繪日語時尚單字 / DT 企
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八方
出版, 10908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92-3 (平裝) NT$3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日本語大好き : 愛學日本語 / 致理科
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材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160 面; 26 公分 .-- (GD) .-- ISBN 978957-786-995-1 (第 1 冊:平裝) NT$4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手機學初級日語 / 魏世萍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GC ; 126) .-- ISBN 978-957786-992-0 (上冊:平裝) NT$2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史上最強大好學初級日語 / 陳怡如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9 .-- 192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
系列 ; 54) .-- ISBN 978-957-9138-95-6
(平裝) NT$380
1.日語 2.讀本 803.18
臨 場就 能開口 說 , 最實 用生 活日 語
1000 句 / 周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希望星球語言,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045-65-3 (平裝)
NT$360
1.日語 2.讀本 803.18
在日實測!精準日本語 : 場合別隨翻
隨用!由早稻田大學中日雙語專家精
選、實測真正用得上的標準日語 /
張恩濤, 小針朋子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國際學村, 10910 .-- 512 面; 35 公
分 .-- ISBN 978-986-454-138-6 (平裝)
NT$499
1.日語 2.會話 803.188
一定會考的日檢 N4-5 選擇題 1,000 /
洪玉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46-7-8 (平裝) NT$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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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 吉
松由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 10910 .-- 424 面; 26 公分 .-- (全攻
略 ; 10) .-- ISBN 978-986-246-588-2 (平
裝附光碟片) NT$48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3,N4,N5 必背比
較文法大全 / 吉松由美等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日檢大全 ; 43) .-- ISBN
978-986-246-589-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4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韓語文法入門圖解輕鬆學 : 語順全
拆解最簡單! / 金龍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 10910 .-- 160 面; 15 公
分 .-- (嘻玩韓語 ; 6) .-- 口袋版 .-ISBN 978-986-246-590-5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韓語 2.語法 803.26
哇!原來這句韓語這樣說 / 王韻亭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8 .-272 面; 15 公分 .-- 隨身攜帶版 .-ISBN 978-957-710-793-0 ( 平 裝 )
NT$260
1.韓語 2.副詞 803.264

首爾大學韓國語. 6B / 首爾大學語言
教育院作 ; 曾子珉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0 .-- 354 面; 26
公分 .-- (EZ Korea 教材 ; 22) .-- ISBN
978-986-248-914-7 (平裝) NT$6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看繪本學韓語 / 張育菁著 ; 黃雅方繪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1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4-9 (平裝)
1.韓語 2.讀本 803.28
熊愛企韓國 : Saleisha 老師的第一堂
超好玩韓語課 / 李聖婷(Saleisha Lee)
著 .-- 再 版 .-- 新 北 市 : 李 聖 婷 ,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4-0 (平裝) NT$4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韓語三部法 : 音韻、型態、句法 / 吳
忠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系列 ; 86) .-- ISBN 978-957-9138-97-0
(平裝附光碟片) NT$420
1.韓語 2.讀本 803.28
韓語第一步 / 金美順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統一,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69-1-0 (平
裝) NT$100
1.韓語 2.讀本 803.28
一本「袋」著走!韓國自由行必備的
韓語會話 1200 句 / 全善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9 .-- 3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42 (平裝) NT$320
1.韓語 2.會話 3.旅遊 803.288
台灣外來語 : 外國來 ê 台灣話 / 李南
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9 .-- 6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61-1 (精裝) NT$780
1.臺語 2.外來語 803.3
臺灣語音字典(注釋皆有羅馬字注音)
/ 許 榮 祥 作 .-- 臺 中 市 : 許 淑 峰 ,
10909 .-- 8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6-7 (精裝) NT$1600
1.臺語 2.語音 3.字典 4.羅馬拼音
803.34
實用台語會話日本語翻訳本 = 台湾
語を話すのはとても簡単です / 蕭
惠茹(Hui-Ju Hsiao)作 .-- 臺北市 : 蕭惠
茹, 10909 .-- 196 面; 26 公分 .-- 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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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對照 .-- ISBN 978-957-43-7958-3
(平裝)
1.臺語 2.會話 803.388
實用印尼語及文化 / 楊雅娜, 蕭慧瑛,
蕭暉蒽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 10908 .-- 19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30-661-9 (平裝)
1.印尼語 2.讀本 803.9118
快樂學法語 = Petit à petit / 吳慧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統一, 10909 .-- 128
面 ; 23 公 分 .-- ( 法 語 學 習 系 列 ;
FM10) .-- ISBN 978-986-99369-2-7 (平
裝附光碟片) NT$220
1.法語 2.讀本 804.58
Bon Appétit! 美 食 法 語 會 話 / Studio
Tac Creative Co., Ltd 著 ; 陳琇琳譯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9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947 (平裝附光碟片) NT$380
1.法國 2.餐飲業 3.會話 804.588
初學者的第一本西班牙語會話 / 黃
安娜, 狄亞斯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西
班牙語快易通 ; 1) .-- ISBN 978-9865544-06-5 (平裝附光碟片) NT$299
1.西班牙語 2.會話 804.788
英、日語同步 Anki 自學法 : 我是靠
此神器最短時間通過日檢 N1、多益
975 分 / 簡群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語言
學習 ; 11) .-- ISBN 978-986-5529-53-6
(平裝) NT$320
1.英語 2.日語 3.學習方法 805.1
鐵路英文 / 歐森編著 .-- 第十二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067 (平裝)
1.英語 805.1
7000 單字初級. LEVEL 1 & LEVEL 2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0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3-1-7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一本「袋」著走!學習辨別字根、字
首、字尾,英文單字不用猜 / 張慈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9 .-- 3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3-5 (平裝)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牛叔說故事學英語(講義) / 劉鼎林,
林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
教育科技, 10908 .-- 冊 .-- ISBN 978957-714-260-3 (上冊:平裝) NT$150 .-ISBN 978-957-714-262-7 (下冊:平裝)
NT$200
1.英語 2.詞彙 805.12
世界最強字首字根字尾 / 懶鬼子英
日語編輯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
富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07-153-1 (平裝附光碟
片) NT$399
1.英語 2.詞彙 805.12
英文單字語源記憶法 / 曾利娟著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304
面; 23 公分 .-- (語言學習 ; 12) .-- ISBN
978-986-5529-54-3 (平裝) NT$380
1.英語 2.詞彙 805.12
高分衝刺,應考倒數前的必背英文單
字 / 張慈庭英語教師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66 (平裝) NT$40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超 自 然 發 音 ®5000 字 典 : Mi
phoEnics® dictionary / 蕭文乾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實似文化出版 : 雙母
語學殿發行, 10909 .-- 56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41-0-6 (精裝)
NT$5000
1.英語 2.詞彙 3.發音 805.12
關鍵英單 7000 字. 1, 1-2200 /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41-1 (16K 平
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詞彙 805.12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9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8-6 (平裝) NT$299
1.英語 2.發音 3.音標 805.141
王復國理解文法 / 王復國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0910 .-- 7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29-91 (平裝) NT$750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文法全書 = World talk : dancing
with English a book of comprehensive
grammar /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
歐寶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909 .-- 9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0-4 (20K 精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微觀文法探秘 / 桂慶中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柏億出版社, 10910 .-327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4-0-7 (平裝) NT$350
1.英語 2.語法 805.16
簡單英文法練習 / Morag Reive 作 ; 沈
琦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書 林 ,
10909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3-6 (平裝) NT$360
1.英語 2.語法 805.16
關 鍵 性 的 美 國 文 法 = Crucial
American grammar / 林麗容作 .-- 臺北
市 : 上承文化, 10908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566-5-1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30 天戰勝英文句型超強秘笈 / 許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10 .-30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2-2-8 (平裝) NT$32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30 天戰勝英文片語超強秘笈 / 許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10 .-25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2-1-1 (平裝) NT$320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你肯定會用到的 500 句話 / 張瑜凌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英
文 ; 58) .-- ISBN 978-986-98710-9-9 (平
裝附光碟片) NT$29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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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5-5 (25K 精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英文宏觀句法探秘 / 桂慶中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柏億出版社, 10911 .-41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4-1-4 (平裝) NT$50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你一定要會的英語發音規則 = Speak
easy : tips for perfect pronunciation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 初

61 億人都在用的英文寫作技巧 : 4 步
驟寫好英文文章 / 傅友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10 .-- 320 面;
62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46-8-5 (平
裝) NT$349
1.英語 2.寫作法 805.17
我的第一本職場&出國萬用 E-mail 攻
略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
文化,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9-8 (平裝) NT$320
1.英語 2.電子郵件 3.應用文
805.179
一本速學!全面掌握英文新聞聽力訓
練秘笈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9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57-9-0 (平裝) NT$32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小 婦 人 / Louisa May Alcott 原著 ;
Winnie Huang 改寫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
分 .-- (Grade 5 經典文學讀本) .-- ISBN
978-986-318-938-1 (25K 平裝附光碟
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工業英文 / 許廷珪著 .-- 修訂二版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2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26-3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和全球做生意 必備簡報英語 / 陳豫
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6-2 (平裝) NT$320
1.商業英文 2.簡報 3.讀本 805.18
美國之音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 Voice
of America, Jennifer Chen, Sheng-chieh
Jeff Chang 著 ; 蘇裕承, 陳瑾珮譯 .-三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4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6-7 (平裝)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美國最高法院經典案例. 法律倫理篇
/ 林利芝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 10908 .-- 332 面; 23 公分 .-- (新
法學英文攻略) .-- ISBN 978-986-553256-7 (平裝) NT$400
1.法學英語 2.法律倫理 3.讀本
805.18
美國最高法院經典案例. 著作權法篇
/ 林利芝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 10908 .-- 736 面; 23 公分 .-- (新
法學英文攻略) .-- ISBN 978-986-553257-4 (平裝) NT$750
1.法學英語 2.著作權法 3.讀本
805.18

美國最高法院經典案例. 憲法篇 / 林
利芝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新法學英
文 攻 略 ) .-- ISBN 978-986-5532-58-1
(平裝) NT$580
1.法學英語 2.憲法 3.讀本 805.18
國民營英文 / 劉似蓉編著 .-- 第十五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99-2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 德
芬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8 .-- 4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094-7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 ISBN 978-986-5507-42-8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跟美國人學 : 天天用美國口語 / 施孝
昌, Steve Lindberg 合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40) .-- ISBN 978-9865544-05-8 (平裝附光碟片) NT$32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說著英語去旅行 = Travel,english,and
fun! / Carlos Campbell 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9-8 (32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掌握英文聽力 X 閱讀,戰勝各大英文
考試 /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11 (平裝)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

IELTS 雅 思 口 說 大 全 / Hackers
Academi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 10910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0-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50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 Tour
leader & tour guide : for English license
/ 陳安琪總編輯 .-- 九版 .-- 臺北市 :
馬跡庫比, 10909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57-5-7 ( 平 裝 )
NT$480
1.英語 2.導遊 3.領隊 4.讀本 805.18

全 新 !IELTS 雅 思 寫 作 題 庫 大 全 /
Hackers Academia 著 ; 許竹瑩, 羅淑貞
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0910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16 (平裝) NT$599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作文
805.189

實用科技英語 / 杜文強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63 (平裝)
1.英語 2.科學技術 3.讀本 805.18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
閱讀題庫大全 : 10 回擬真試題內容
與趨勢完全掌握! / 國際語言中心委
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 10910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39-3 (平裝) NT$4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像樣的英文,這樣寫,這樣說 : 用英文
思考,掌握正確的文法與字彙,不再背
公式,擺脫不道地的中式英文 / 約瑟.
德夫林作 ; 楊雅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人, 10909 .-- 528 面; 21 公分 .-(i 生活 ; 14) .-- ISBN 978-986-98693-62 (平裝)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警察專業英文 /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2-8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一本「袋」者走!生活萬用英文會話
1200 句 / 張瑩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9 .-- 304 面; 20 公分 .-

一本搞定百發百中!GEPT 新制全民
英檢中級 5 回滿分模擬試題+詳解(初
試+複試)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9 .-240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全民英檢
系列 ; GNK02) .-- ISBN 978-986-567695-7 (平裝附光碟片) NT$4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一本搞定百發百中!GEPT 新制全民
英檢中級 5 回必勝模擬試題+詳解(初
試+複試)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9 .-240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全民英檢
系列 ; GNJ02) .-- ISBN 978-986-567694-0 (平裝附光碟片) NT$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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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 初級單字與片
語 = The perfect score series : words and
phrases / 陳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0909 .-- 328 面; 23 公分 .- (全民英檢系列 ; GT010) .-- ISBN
978-986-98577-6-5 (平裝) NT$399
1.英語 2.詞彙 3.慣用語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初級閱讀測
驗(試題本) = Access to GEPT : reading
tests(elementary) / 張麗玉, 顧叔剛作 .- 再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10 .- 134 面; 26 公分 .-- (堂奧書碼 ;
TA0098) .-- ISBN 978-986-98889-7-4
(平裝) NT$26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初級閱讀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reading tests
(elementary) / 張麗玉, 顧叔剛作 .-- 再
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10 .-- 3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89-67 (平裝) NT$34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初級聽力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listening
test(elementary) / 張麗玉, 顧叔剛著 .-二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09 .-33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9-8-1 (平裝附光碟片) NT$38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全新制多益 TOEIC 考試一次過關 :
走到哪、寫到哪的多益模擬試題實
戰本 /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46-6-1 (活
頁裝) NT$349
1.多益測驗 805.1895
高效衝刺新制多益聽力大突破 : 超
過 400 道模擬試題,培養破解題型關
鍵實力! / 許豪多益金色證書英語教
學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
109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12-0-4 (平裝) NT$300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 會話大全 /
Amanda Cho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考用英語系列 ; 26-) .-- ISBN 978-98698079-6-8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NT$420
1.多益測驗 805.1895

走 遍 俄 羅 斯 . 2 / B. E.
АНТОНОВа,
M.M.
HaxaбиHa, A.A. ToлCTbIX 著 ; 周
海燕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 10909 .-- 536 面; 26 公分 .-- (外語
學習系列 ; 84) .-- ISBN 978-957-913898-7 (平裝附光碟片) NT$650
1.俄語 2.讀本 806.18
進階外語. 俄語篇 / 江慧婉, 茅慧青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9 .-- 33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系列 ; 85) .-- ISBN 978-957-9138-96-3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1.俄語 2.讀本 806.18

文學
文學概論 / 黃培青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203-1 ( 平 裝 )
NT$400
1.文學 810
從文學看世界 / 王經仁等作 ; 姜翠芬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
出版 : 政大發行, 10909 .-- 2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1-9-4 (平裝)
NT$360
1.世界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10.7
人物原型 : 45 種經典原型,從神話模
型到心理分析,幫助你了解人性,並打
造獨一無二的角色與故事 / 維多利
亞.琳恩.施密特(Victoria Lynn Schmidt)
著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400-0 ( 平 裝 )
NT$450
1.寫作法 2.心理諮商 811.1
寫作課 : 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寫就對
了! Amazon 連續 20 年榜首,克服各類
型寫作障礙的必備指南! / 安.拉莫特
(Anne Lamott)著 ; 朱耘譯 .-- 二版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野人
家 ; 179) .-- ISBN 978-986-384-452-5
(平裝)
1.寫作法 811.1
10 堂課練就 TED Talks 演講力 / 溫宥
基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1-8 (平裝)

1.演說

811.9

演說種子 : 使用外語公開演講的成
功祕訣 / 唐華瑄(Diana Watson)著 ; 王
明華譯 .-- 初版 .-- 南投縣 : 唐華瑄,
10909 .-- 1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9-7 (平裝) NT$650
1.演說 811.9
古典新詮 : 雨果與李漁 / 陳佳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8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75-9-7 (平裝) NT$300
1.文學評論 2.跨文化研究 3.文集
812.07
最終的美好 / 胡志成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采薇, 10909 .-- 208 面; 23 公
分 .-- (采薇叢書 ; 第 3 輯) .-- ISBN
978-986-91487-9-5 (平裝) NT$320
813
詩情海陸. 第 5 集 = Poetry feeling in
sea and land. 2020 / 李魁賢編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誠邦企管顧問, 10909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86-2-9 (平裝) NT$300
813.1
爵士詩選 = Warm n'cool : a jazz poetry
anthology / 鴻鴻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黑眼睛文化, 10910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6359-83-5 (精裝)
NT$480
813.1
沉睡兩百年的文豪與鬼故事 : 愛倫
坡、狄更斯、馬克吐溫等 18 位文學
大師不為人知的作品 / 萊斯利.克林
格(Leslie S. Klinger), 麗莎.莫頓(Lisa
Morton)著 ;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TN ; 272) .-- ISBN 978-986-361908-6 (平裝)
813.7

中國文學
文學賞析 : 閱讀嘉年華 / 亞洲大學中
文編輯小組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258-2 (平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鑑賞 820.77
興悅讀 :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
讀心得作品集. 第十冊 / 國立中興大
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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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揚, 10908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8-2 (平裝) NT$500
1.中國文學 2.文學鑑賞 820.77
中國文學史 : 說給你聽-唐宋明清散
文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玉青,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7-5 (平裝) NT$450
1.中國文學史 820.9
唐前山水銘文研究 / 丁振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52 (平裝) NT$450
1.中國文學史 2.山水文學 3.研究考
訂 820.9
冷戰文藝風景管窺 : 中國內地與香
港,1949-1967 / 杜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學生, 10908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5-1831-2 (平裝)
NT$600
1.中國文學 2.香港文學 3.文學評論
4.文藝評論 820.908
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 /
孫康宜著 ; 李奭學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08 .-- 3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08-5606-4 ( 平 裝 )
NT$600
1.唐五代詞 2.宋詞 3.詞論 820.9304
詞學 : 說給你聽-唐宋詞 10 講 / 許玉
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8-9 (平裝) NT$550
1.詞論 2.唐五代詞 3.宋詞 820.9304
紅太陽與黃土地 : 中國大陸土改小
說研究(1946-1978) / 劉文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8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522-795 (平裝) NT$520
1.中國小說 2.中國文學史 3.文學評
論 820.9708
人間好時節 / 張曼娟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張曼娟藏詩卷 ; 3) .-- ISBN
978-986-344-823-5 (平裝) NT$350
1.中國詩 2.詩評 821.886
如何讀懂一首詩詞 / 馬大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雁
文化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3-122-4 ( 平 裝 )
NT$380
1.詩詞 2.詩評 821.887

文選及習作 : 說給你聽-班固<兩都賦
>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
青, 10909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9-6 (平裝) NT$200
1.漢賦 822

中國文學總集
詩經之歌. 二, 雅、頌(小雅、大雅、
周頌、魯頌、商頌) / 唐美惠譜曲 .-第一版 .-- 新北市 : 唐美惠, 10910 .-3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5-1 (平裝) NT$700
1.詩經 831.1
唐詩三百首鑒賞大全集 / 雅瑟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1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5-4 (平裝)
831.4
唐詩宋詞 90 首 / 吳秉真編著 .-- 新北
市 : 大智文化, 10910 .-- 128 面; 26 公
分 .-- (經典世界名著 ; 22-) .-- ISBN
978-986-99075-3-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00
831.4

分 .-- ISBN 978-986-5532-61-1 (平裝)
NT$28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理工、民生 / 輔仁大學
國文選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247-5 ( 平 裝 )
NT$48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管理、社科、法律 / 輔
仁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8-2 (平
裝) NT$44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醫學 / 輔仁大學國文選
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49-9 (平裝) NT$5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文閱讀與表達 / 方怡哲主編 .-- 六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9-3 (平
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文選及習作 : 說給你聽-唐宋散文鑑
賞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玉青, 10909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47-7 (平裝) NT$800
835

文海心鄉讀本 / 蘇美文等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19 (平裝) NT$25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人生風景 : 中文閱讀與表達 / 楊淑雯
等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76-5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古典與現代的對話 : 中文閱讀與表
達 / 劉君[], 彭雅玲, 楊裕貿主編 ; 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國文教材研發團隊
述解 .-- 四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7-9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好好用 / 逢甲大學國語文
教學中心主編 .-- 六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合併
暨修訂版 .-- ISBN 978-986-522-206-2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文、藝、傳、教、織
品、外語 / 輔仁大學國文選編輯委
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55-0 (平裝) NT$55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大學國文選 : 在地關懷之跨域閱讀
與書寫 / 李皇穎等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64 面; 23 公

東吳大學國文選 : 教育部中文閱讀
書寫課程計畫讀本 / 林宜陵, 叢培凱
主編 .-- 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9-8 (平裝) NT$35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讀史與述事 : 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
識與政治關懷 / 劉柏正著 .-- 初版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10 .-- 524 面; 21
公分 .-- (典範集成. 文學 ; 13) .-- ISBN
978-957-17-2318-1 (精裝)
1.(明)馮夢龍 2.明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46.6
「陽光穿透的歲月-孫康宜院士著作
展暨紀念其父孫保羅教授手稿展」
展覽專輯 / 王雅萍編輯 .-- 臺中市 : 東
海圖書館, 10908 .-- 7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48-058-5 (線裝)
848.6
故事張愛玲 : 食物、聲音、氣味的
意象之旅 / 高詩佳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31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C0974)(文
學視界 ; 11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9-9 (平裝) NT$390
1.張愛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48.6
愛張.張愛 : 讀解張愛玲 / 嚴紀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246 面; 21 公分 .-- (文學研究
類 ; PG2489)(文學視界 ; 119)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7-5 (平裝)
NT$320
1.張愛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杜甫從詩史到詩聖 / 蔡志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古典
詩學叢刊 ; 804022) .-- ISBN 978-986478-373-1 (平裝) NT$500
1.(唐)杜甫 2.唐詩 3.詩評 851.4415
七寸帖 / 梁楓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1-7-4 (平裝) NT$300
851.487

閱讀與書寫文輯 / 朱介國等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8-2629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互望 / 劉潔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260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43)(秀詩人 ;
7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5-1 (平裝) NT$300
851.487

中國文學別集

第九隻羊剛剛離開 / 西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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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面; 21 公分 .-- (秀詩人 ; 77)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0-6 (平
裝) NT$320
851.487

- (皇冠叢書 ; 第 4877 種)(張看.看張 ;
3) .-- ISBN 978-957-33-3576-4 (平裝)
856.286

978-957-658-414-5 ( 第 7 冊 : 平 裝 )
NT$320
1.三國演義 2.漫畫 857.4523

絹扇記 / 嘉德作 .-- 臺北市 : 杯杯文
創伙伴, 10908 .-- 3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344-1-4 ( 平 裝 )
NT$500
851.487

山海經 : 插圖本 / (東晉)郭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
化發行, 10909 .-- 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436-1-1 ( 平 裝 )
NT$100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857.21

四大名著 : 西遊記 / 吳承恩文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7-3 ( 平 裝 )
NT$180
857.47

以詩為詞 : 東坡詞及其相關理論新
詮 / 劉少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4-8 (平裝) NT$400
1.(宋)蘇軾 2.宋詞 3.詞論 852.4516

圖解山海經大全 / 楊凡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910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2-0 (平裝) NT$520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857.21

她們 / 閻連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10910 .-- 292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136) .-- ISBN 978-986-344-825-9
(平裝) NT$350
855

巧讀包公案 / (明)安遇時原著 ; 高欣
改 寫 .--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大 地 ,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巧讀經
典 ; 12) .-- ISBN 978-986-402-341-7 (平
裝) NT$280
857.44

苦口甘口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910 .-- 288 面; 21 公
分 .-- (周作人作品精選 ; 8) .-- ISBN
978-986-352-891-3 (平裝) NT$280
855

巧讀岳飛傳 / (清)錢彩原著 ; 高欣改
寫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 10909 .-384 面; 21 公分 .-- (巧讀經典 ; 11) .-ISBN 978-986-402-340-0 ( 平 裝 )
NT$280
857.44

南城瑣夢 / 郭乃雄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27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92-4 (平裝)
NT$750
855
南城驚夢 / 郭乃雄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26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98-6 (平裝)
NT$750
855
野村少女 : 馬來西亞新村生活隨筆 /
梁金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
文化出版 : 三民發行, 10909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58-6-4 (平
裝) NT$390
855
書不盡言 :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I / 張
愛玲, 宋淇, 宋鄺文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09 .-- 560 面; 23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78 種)(張看.看張 ;
4) .-- ISBN 978-957-33-3577-1 (平裝)
856.286
紙短情長 :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 / 張
愛玲, 宋淇, 宋鄺文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

老殘遊記 / 劉鶚原著 .-- 二版 .-- 臺南
市 : 世一, 10911 .-- 560 面; 23 公分 .-(中國文學) .-- ISBN 978-986-429-5623 (精裝)
857.44
海上花落 / 張愛玲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張愛玲典藏 ; 16) .-- ISBN 978-957-333574-0 (平裝)
857.44
儒林外史 / 吳敬梓原著 .-- 四版 .-- 臺
南市 : 世一, 10911 .-- 640 面; 23 公分 .- ( 中 國 文 學 ) .-- ISBN 978-986-429557-9 (精裝)
857.44
四大名著 : 三國演義 / 羅貫中文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9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8-0 ( 平 裝 )
NT$180
857.4523
漫畫三國演義 / One Production 文.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57-658413-8 (第 6 冊:平裝) NT$32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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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新解 / 潘重規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1-9 (平裝)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偵探冰室.靈 / 黑貓 C 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8 .-- 408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20) .-- ISBN 978986-319-501-6 (平裝) NT$430
857.61
小人物 : 郑汶菲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
郑汶菲着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正體題名:
小人物: 鄭汶菲中短篇小說自選集 .-ISBN 978-986-99055-1-0 ( 平 裝 )
NT$420
857.63
狂人日記 / 魯迅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益智館 ; 41) .-- ISBN 978-986-986188-5 (平裝) NT$250
857.63
狗叫了一天 : 北京西郊故事集 / 徐則
臣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36) .-- ISBN 978-986-450-308-7
(平裝) NT$280
857.63
鮫在水中央 / 孫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9 .-- 3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4-6905-8 (平裝)
857.63
一把刀,千個字 / 王安憶著 .-- 初版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王安憶經典作品集 ; 15) .-- ISBN
978-986-344-826-6 (平裝) NT$350
857.7
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 / 簡妙著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762 (平裝) NT$300
857.7

公子撩妻 / 旦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列 ;
E93101-E93104) .-- ISBN 978-9865555-16-0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17-7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18-4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19-1 (卷 4:平裝) NT$270
857.7
天王助理 / 准擬佳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11-6 (平裝)
857.7
天地白駒 / 非天夜翔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冊 .-- (PS ;
P287-P289) .-- ISBN 978-986-494-223-7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24-4 ( 中 冊 : 平 裝 ) NT$330 .-ISBN 978-986-494-225-1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26-8 (全
套:平裝) NT$990
857.7
王府小吃貨 / 初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
列 ; E92801-E92803) .-- ISBN 978-9865555-10-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555-11-5 (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555-12-2 (卷
3:平裝) NT$280
857.7
元龍 / 任怨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5-463-9 (第 1 冊:平裝) NT$380 .-ISBN 978-986-515-464-6 (第 2 冊:平裝)
NT$380
857.7
未卜之夜 / 王東岳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1-6-7 (平裝) NT$500
857.7
未來前傳 / 徐道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 10909 .-- 226 面; 21 公分 .- (投資理財 ; 13) .-- ISBN 978-9579267-74-8 (平裝) NT$320
857.7
末殺者 / 畢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冊 .-- (境
外之城 ; 110-111) .-- ISBN 978-98699310-2-1 ( 上 冊 : 平 裝 ) NT$399 .--

ISBN 978-986-99310-3-8 (下冊:平裝)
NT$399
857.7

10911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0-02-8 (平裝)
857.7

代嫁 / 北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藍海系列 ; E93001) .-- ISBN 978-9865555-15-3 (平裝) NT$260
857.7

汪政權的粉墨春秋 / 高陽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冊 .-- ISBN 978-986-352-883-8 (上冊:
精裝) NT$280 .-- ISBN 978-986-352884-5 (中冊: 精裝) NT$280 .-- ISBN
978-986-352-885-2 ( 下 冊 : 精 裝 )
NT$280
857.7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 上海燭龍 某
樹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2-5783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579-0 (中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580-6 (下冊:平裝)
857.7
安息日 / 月下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9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
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40-2
(第 1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141-9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142-6 (第 3 冊:平
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1433 (第 4 冊:平裝) NT$380
857.7
安息日. 終 / 月下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44-0 (平裝) NT$380
857.7
老婆粉了解一下 / 春刀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911 .-冊 .-- (愛讀 ; L141-L143) .-- ISBN 978957-787-305-7 (上冊:平裝) NT$280 .-ISBN 978-957-787-306-4 (中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07-1 (下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7-308-8 (全套:平裝) NT$840
857.7
合籠蠱. 上卷, 人間 / 首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PS ; P269) .-- ISBN 978986-494-215-2 (平裝) NT$330
857.7
合籠蠱. 下卷, 仙界 / 首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PS ; P270) .-- ISBN 978986-494-216-9 (平裝) NT$330
857.7
我和我的四個伴舞 / 娜可露露作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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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博物館. 3, 座敷靈. 上 / 夜不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怪奇博物
館) .-- ISBN 978-957-741-293-5 (平裝)
NT$180
857.7
佳窈送上門 / 春水煎茶著 .-- 初版 .-臺北市 : 狗屋, 10910 .-- 冊 .-- (文創
風) .-- ISBN 978-986-509-147-7 (第 1 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48-4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49-1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50
857.7
阿嬌今天投胎了嗎 / 懷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911 .-冊 .-- (流火選 ; F123-F125) .-- ISBN
978-957-787-295-1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96-8 (中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7-297-5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ISBN 978-957-787-298-2 (全套:平裝)
NT$780
857.7
阿德萊德 / 王東岳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693-5-3 (平裝) NT$360
857.7
東廠與西廠 / 東方明著 .-- 再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0 .-- 冊 .-- ISBN
978-986-352-894-4 ( 上 卷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352-895-1 (下
卷:平裝) NT$280
857.7
虹 / 余勉作 .-- 臺北市 : 杯杯文創伙
伴, 10908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44-0-7 (平裝) NT$520
857.7
後人間喜劇 / 董啟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910 .-- 450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YY0237) .- ISBN 978-986-99179-6-4 ( 平 裝 )
NT$480
857.7
歪打正緣 / 畫淺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10 .-- 冊 .-- (文創風) .-ISBN 978-986-509-150-7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51-4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52-1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紅瓦房 / 曹文軒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4-9 (平裝)
857.7
是你的柳暗花明 / 桃白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352 面; 21 公分 .-- (PS ; P241) .-- ISBN
978-986-494-213-8 (平裝) NT$380
857.7
活著 / 余華作 .-- 六版 .-- 臺北市 : 麥
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余華作品集 ; 3) .-- 經典珍藏版 .-ISBN 978-986-344-822-8 ( 平 裝 )
NT$350
857.7
穿靰鞡的人们 / 刘卓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464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穿靰鞡的人們 .-ISBN 978-986-5526-88-7 ( 平 裝 )
NT$500
857.7
秋鯨擱淺 / 蔣曉薇作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 10908 .-- 344 面; 21 公分 .-(文叢 ; 665) .-- ISBN 978-986-323-3534 (平裝) NT$380
857.7
娘子不給吃豆腐 / 秋水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10 .-- 冊 .-- (文
創風) .-- ISBN 978-986-509-144-6 (第 1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45-3 (第 2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509-146-0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桐花中路私立協濟醫院怪談 / 南琅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0-0 (平裝)
857.7

馬踏天下 / 槍手一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冊 .-- ISBN
978-986-352-887-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88-3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889-0 (第 7 冊:平裝) NT$270 .-ISBN 978-986-352-890-6 (第 8 冊:平裝)
NT$270
857.7
第一神醫 / 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5-457-8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58-5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59-2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庶女攻略 / 吱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911 .-- 冊 .-- (流火選 ;
F127-F131) .-- ISBN 978-957-787-299-9
(第 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00-2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01-9 (第 3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026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03-3 (第 5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04-0 (全套:平裝)
NT$1500
857.7
通房夫人 / 白糖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
列 ; E92901-E92902) .-- ISBN 978-9865555-13-9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ISBN 978-986-5555-14-6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野豬渡河 / 張貴興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當代名家. 張貴興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08-5608-8 (精裝) NT$550
857.7
掌上金珠. 上卷 : 金陵初相識 / 蘇小
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可橙文化工
坊出版 : 晶冠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花漾系列 ; 175) .-- ISBN
978-957-662-784-2 (平裝) NT$280
857.7
掌上金珠. 下卷 : 花落君心裡 / 蘇小
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可橙文化工
坊出版 : 晶冠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花漾系列 ; 176) .-- ISBN
978-957-662-785-9 (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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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7
掌中珠 / 玉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列 ;
E93701-E93702) .-- ISBN 978-9865555-26-9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ISBN 978-986-5555-27-6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黑風城戰記 / 耳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冊 .-- (PS ;
P255-P258) .-- ISBN 978-986-494-218-3
(卷 1: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19-0 (卷 2: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20-6 ( 卷 3: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221-3 (卷
4: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22-0 (全套:平裝) NT$1320
857.7
詐欺成妃 / 天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冊 .-- (藍海系列 ;
E92401-E92405) .-- ISBN 978-957-788997-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98-0 (卷 2:平裝) NT$270 .-ISBN 978-957-788-999-7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00-9 (卷
4: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01-6 (卷 5:平裝) NT$270
857.7
葦子灘,一九七 0 年的冬天 / 穆迅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09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1-8-1 (平裝)
NT$280
857.7
當正義繞路走了 / 顧日凡著 .-- 臺北
市 : 獵海人, 10909 .-- 2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1-9-8 ( 平 裝 )
NT$300
857.7
當武漢病毒來臨 / 廖亦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909 .-- 25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90) .-- ISBN
978-986-98686-8-6 (平裝) NT$350
857.7
滄狼行 / 指雲笑天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1 .-- 冊 .-- ISBN
978-986-352-892-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93-7 (第
2 冊:平裝) NT$270
857.7
萬華仙道 / 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5-460-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61-5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62-2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嫡嫁千金 / 千山茶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東佑文化, 10909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443-450) .-- ISBN 978-986467-247-9 (第 1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86-467-248-6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49-3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50-9 (第 4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86-467-251-6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52-3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67-253-0 (第 7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86-467-254-7 (第 8 冊:平裝)
NT$250
857.7
緋聞太多是我的錯嗎 / 娜可露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11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0-01-1 (平裝)
857.7
黎明之劍 / 遠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73-8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474-5 (第 2 冊:平
裝) NT$240
857.7
慶餘年. 第三部 / 貓膩作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冊 .-- ISBN
978-957-10-9139-6 (第 6 冊:平裝) .-ISBN 978-957-10-9140-2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141-9 (第 8 冊:
平裝)
857.7
樂膳農家媳 / 尋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
列 ; E93301-E93303) .-- ISBN 978-9865555-21-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22-1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23-8 (卷
3:平裝) NT$270
857.7
撿星星 / 不問三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45-7 (平裝) NT$380
857.7

燕歌行 / 酒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0 .-- 冊 .-- ISBN 978986-352-881-4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82-1 (第
16 冊:平裝) NT$270
857.7
謎案追凶 / 之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75) .-- ISBN 978-9865541-09-5 (平裝) NT$250
857.7
壞小孩 / 紫金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3) .-- ISBN 978-986-406200-3 (平裝) NT$350
857.7
寵卿無度 / 琉璃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
列 ; E92601-E92602) .-- ISBN 978-9865555-05-4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ISBN 978-986-5555-06-1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 晏白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23-) .-- ISBN 978-986-99224-1-8 (第 5
冊:平裝) NT$360
857.7
竊居君心 / 流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列 ;
E92701-E92703) .-- ISBN 978-9865555-07-8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08-5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09-2 (卷
3:平裝) NT$270
857.7

兒童文學
你猜神仙怎麼說 : 紅孩兒與哪吒 / 狐
狸家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8 .-- 64 面; 20X20 公分 .- (寶寶學說話)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52-298-9 (精裝) NT$200
859.6
你猜神仙怎麼說 : 哼哈二將 / 狐狸家
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
蟲, 10908 .-- 64 面; 20X20 公分 .-- (寶
寶學說話)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52-299-6 (精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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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
難得好時光 = Rare good time / 楊翠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小書迷 ;
2) .-- ISBN 978-986-7018-47-2 (平裝)
NT$250
859.6
春夏秋冬都是畫 / 滕毓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
文化發行, 10909 .-- 138 面; 21 公分 .- (自然筆記 ; 4) .-- ISBN 978-986-499102-0 (平裝) NT$280
859.7
奇幻五界 : 神奇的白雪之莲 / 左左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博 客 思 ,
10909 .-- 9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奇幻五界: 神奇的白雪之蓮 .-- ISBN
978-957-9267-75-5 (精裝) NT$280
859.9

東方文學
(新譯)宮本百合子和她的自由之心 :
收錄<人類的婚姻>、<乳房>等各種
勇於做自己的冒險 / 宮本百合子著 ;
侯詠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通通
文化出版 : 暖暖書屋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19 公分 .-- (掌上小劇
場 ; 22) .-- ISBN 978-986-97822-5-8 (平
裝) NT$320
861.4
人生的乞食 / 四方田犬彥著 ; 陳允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黑眼睛文化,
10910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6359-82-8 (平裝) NT$360
861.51
dele 刪除 / 本多孝好作 ; 王華懋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9-3 (第 3 冊:平裝)
861.57
D 殺人事件,背後真正的可怕 / 歌野
晶午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7-9 (平裝)
861.57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387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85-1 (第 1 冊:
平裝)

861.57
女 高中 生小春 在異 世界成為 娼婦 .
SUMMER / 平鳥コウ作 ; 御門幻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3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6-8 (平裝)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 2 / 香月
美夜著 ;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64 面; 26 公分 .-- (mild ;
902) .-- ISBN 978-957-33-3573-3 (平裝)
861.57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
族 / 月夜涙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2-4 (第
2 冊:平裝)
861.57
本陣殺人事件 / 橫溝正史著 ; 高詹燦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日
本推理大師經典 ; 24) .-- ISBN 978957-9447-83-6 (平裝) NT$350
861.57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 第一堂
課 / 篠宮夕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2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43-1 (平
裝)
861.57
交叉連結. 3, 與電腦神姬秋櫻的拒絕
互換身體遊戲攻略 / 久追遙希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0 .-- 264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7-0 (平裝)
861.57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
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 / ざ
っぽん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0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040-0 (第 3 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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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2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6-1 (第 2 冊:平裝)

861.57
西野 :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
最強少年 / ぶんころり作 ;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9-4 (第 3 冊:平裝)
861.57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 / シゲ作 ;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8-5 (第 1 冊:平裝)
861.57
告 白 預 演 系 列 . 7, 心 的 主 張 /
HoneyWorks 原案 ; 香坂茉里作 ;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2-5 (平裝)
861.57
告白預演系列. 8, 壞心眼的相遇 /
HoneyWorks 原案 ; 香坂茉里作 ; 咖比
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3-2 (平裝)
861.57
沒有臉的肖像畫 / 連城三紀彥著 ; 吳
季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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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51) .-- ISBN 978957-9447-84-3 (平裝) NT$399
861.57
我的櫻花戀人 / 宇山佳祐作 ; 王蘊潔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
庫 ; 77) .-- ISBN 978-957-741-295-9 (平
裝) NT$320
861.57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
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
不辛苦 / 大小判作 ; 譚志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4-4 (第
2 冊:平裝)
861.57
使者 : 思念之人 / 辻村深月著 ; 高詹
燦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70

書 ; 第 4882 種)(大賞 ; 121) .-- ISBN
978-957-33-3589-4 (平裝)
861.57
明明已經從最強職業<<龍騎士>>轉
職成初級職業<<運貨人>>,不知為何
仍然備受勇者們的信賴 / 天羽衣白
一作 ; 許國煌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253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3-7 (第 2 冊:平裝)
861.57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迷惘女歌手 /
鴨志田一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031-8 (平裝)
861.57
花葬 / 連城三紀彥著 ; 劉姿君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92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
大師經典 ; 33) .-- ISBN 978-957-944785-0 (平裝) NT$420
861.57
飛翔吧!戰機少女 / 夏海公司作 ;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4-9 (第 8 冊:平裝)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作 ; 陳冠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9-3 (第 8 冊:平裝)
861.57
退而不休 / 內館牧子著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02 (平裝)
861.57
御徒町輝夜姬騎士團 / 浅原ナオト
作 ; 王靜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
學) .-- ISBN 978-986-524-052-3 (平裝)
861.57
無人島生存十六人(真實事件改編成
長小說) : 一段勇氣、信心、合作的
250 天冒險旅程 / 須川邦彥作 ; 陳嫻
若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72 面;

19 公分 .-- (人間模樣 ; 25) .-- ISBN
978-986-384-454-9 (平裝)
861.57

ISBN 978-986-133-728-9 ( 平 裝 )
NT$340
861.57

- (少年天下系列 ; 59) .-- ISBN 978957-503-673-7 (平裝)
861.596

黑妖犬. 2, 罪犯側寫師.犬飼秀樹 / 青
木杏樹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72 面; 21 公
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
輕.文學) .-- ISBN 978-986-524-053-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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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3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581-3 (第 2 冊:
平裝)
861.57

平底鍋爺爺 / 神澤利子文 ; 堀內誠一
圖 ; 小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
東方, 10910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349-9 (平裝) NT$230
861.596

堤亞穆帝國物語 :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 餅月望作 ; 張
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7-8 (第 1 冊:平裝)
861.57
黑面之狐 / 三津田信三作 ; 緋華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9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1-5 (平裝) NT$520
861.57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
佯裝無能的 SS 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
繼承戰 / タンバ作 ; 鄭人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48 (第 1 冊:平裝)
861.57
無職轉生 :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
事 /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030-1 (第 19 冊:平裝)
861.57
惡魔高校 DxD. DX.5, 超級英雄的考
驗 / 石踏一榮作 ; kazan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2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5-6 (平
裝)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12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908 .-- 352 面; 21 公
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957-9566-56-8 (精裝) NT$250
861.57
線,畫出的我 / 砥上裕將作 ; 葉廷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10 .-320 面; 21 公分 .-- (小說緣廊 ; 19) .--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李漢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43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29-5 (第 16 冊:平裝)
861.57
藥師少女的獨語 / 日向夏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3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8-7 (第 7 冊:平裝)
861.57
羅斯福遊戲 / 池井戶潤作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
庫 ; 90) .-- ISBN 978-957-741-292-8 (平
裝) NT$450
861.57
邊境的老騎士. 4, 巴爾特.羅恩與不死
將軍 / 支援 BIS 作 ; 劉子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36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36-3 (平
裝)
861.57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29. 追蹤篇 .下
/ 佐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028-8 (平裝)
861.57
鐵鏟無雙. 2 : 「鐵鏟波動砲！」(｀
・ ω ・ ´)♂〓 〓 〓 〓 ★( ゜ Д
゜;;;).:∴轟隆 / つちせ八十八作 ; 九
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0 .-- 296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41-7 (平裝)
861.57
天地方程式. 2, 天神的召喚 / 富安陽
子文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71

冰箱裡的企鵝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守
繪 ; 林文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 10910 .-- 112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338-348-2 (平裝)
NT$230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4, 科學偵探 vs.黑
暗福爾摩斯學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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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986-5503-79-6 ( 平 裝 )
NT$350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5, 科學偵探 vs.消
失的島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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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986-5503-80-2 (平裝) NT$350
861.596
魔法寶石店. 1 : 魔女波兒與幸運寶石
/ 安晝安子(あんびるやすこ)作.繪 ;
胡慧文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
化, 10910 .-- 152 面; 20 公分 .-- (優讀
本 ; 173) .-- ISBN 978-957-521-422-7
(精裝) NT$280
861.596
針與線 / 小川糸著 ; 黃筱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1008 (平裝) NT$300
861.6
歡迎光臨解憂咖啡店 : 大人系口味.
三分鐘就讓您感到幸福的真實故事 /
西澤泰生著 ; 洪玉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240 面; 21 公分 .-- (眾生 ; JP0175) .-ISBN 978-986-99011-5-4 (平裝)
861.6
棄貓 : 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 / 村上春
樹著 ; 賴明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1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358-3 ( 精 裝 )
NT$380
861.67
揹著家上路 / 村上慧著 ; 林欣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12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
書 ; FI1052) .-- ISBN 978-986-235-8702 (平裝) NT$420
861.67
千古綺情日本古典文學史 / 張蓉蓓
著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致良,
109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1-3 (精裝) NT$350
1.古典文學 2.文學史 3.日本 861.9
中央站 / 金惠珍(김혜진)著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Story ;
37) .-- ISBN 978-957-13-8347-7 (平裝)
NT$380
862.57
失控隧道 : 我們都是沒有露臉的殺
人者 / 蘇在沅(소재원)著 ; 胡椒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5-4 (平裝) NT$250
862.57
沙與泡沫 / 紀伯侖文 ; 馬騋, 楊雲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遊目族文化,
10909 .-- 240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190-078-0 (平裝) NT$250
865.751
糖果喵女孩. 5 : 愛美不浪費的好習慣
/ 劉怡廷, 格子幫作 ; 糖果工房繪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160 面;
25 公分 .-- (萌帥校園系列) .-- ISBN
978-957-658-412-1 (平裝) NT$300
868.759
在薄層光下 / 哈珊納.阿布度拉
(Hassanal Abdullah)著 ; 李魁賢譯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0909 .-- 21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406)(名流詩叢 ; 3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1-3 (平裝)
NT$200
869.3351

臺灣文學

臺灣報導文學傳播論 : 從「人間副
刊」到<<人間>>雜誌 / 張耀仁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43 (精裝) NT$800
1.臺灣文學史 2.報導文學 863.096
語言、國民性與文學場域的建構 :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論. 卷一 / 江
寶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水,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8270-27 (全套:平裝)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日據時期
4.文集 863.207
語言、國民性與文學場域的建構 :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論. 卷二 / 江
寶釵, 謝崇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水, 10909 .-- 3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0-3-4 (平裝)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日據時期
4.文集 863.207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二屆 : 援
筆集 / 韓學宏主編 .-- 桃園市 : 長庚
大學通識中心, 10908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2014-8-3 (平裝)
863.3
東華奇萊文學獎作品集. 第 20 屆 / 吳
明益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
鄉 : 東華大學人社院, 10908 .-- 2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91-2-3 (平
裝)
863.3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五屆 / 施寬文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通
識教育中心, 10908 .-- 29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627-68-3 (平裝)
863.3
經典承曦 : 北商大文學獎作品集.
2020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文 津 ,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9-080-0 (平裝)
863.3
道南文學 : 第三十九輯 / 國立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0908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247-7-4 (平裝)
863.3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20
/ 林連鍠等作 ; 蕭淑貞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908 .-72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5-4 (平裝)
863.3
春天的台灣花 : 臺語華語歌詞詩集 /
謝文雄著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謝文
雄, 10910 .-- 88 面; 15X21 公分 .-ISBN 978-957-43-7905-7 (精裝)
863.4
千石齋詩稿 / 丁邦新著 .-- [臺北市] :
臺大藝文中心, 10909 .-- 28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29-2 (精裝)
NT$450
863.51
少女 A / 廖之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9 .-- 200 面; 21 公
分 .-- (小文藝 ; 11) .-- ISBN 978-98699158-5-4 (平裝) NT$300
863.51
日出日落 : 李魁賢漢英雙語詩集 =
Sunrise and sunset / 李魁賢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8 .-240 面; 21 公分 .-- (名流詩叢 ; 35)(語
言文學類 ; PG2419) .-- 中英對照 .-ISBN 978-986-326-844-4 ( 平 裝 )
NT$290
863.51
不見而見 / 施傑原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0 .-- 150 面;
21 公分 .-- (吹鼓吹詩人叢書 ; 44)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2-0 (平
裝) NT$300
863.51
在光影間我信 / 朱恬妮著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5-8 (平
裝) NT$250
863.51
在花蓮 : 山與海的激盪 / 方群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146 面; 21 公分 .-- (秀詩人 ; 79)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6-8 (平
裝) NT$200
863.51
有夢最美 : 臺語詩集 = Dreaming is the
most beautiful / 路寒袖作 .-- 新北市 :
遠景,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路
寒袖作品集 ; 7) .-- ISBN 978-957-391114-2 (平裝) NT$280
863.51
沙白詩文集 / 沙白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 10908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4-6 ( 平 裝 )
NT$500
863.51

ISBN 978-986-314-525-7 ( 平 裝 )
NT$250
863.51

分 .-- (九歌文庫 ; 1338) .-- ISBN 978986-450-309-4 (平裝) NT$300
863.55

我的星裡詩 / 吳毓星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吳毓星, 10910 .-- 1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66-8 (平裝)
NT$300
863.51

凝結的瞬間 : 俳句集 / 廖繼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百香果,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93-36 (平裝) NT$200
863.51

角落的聲音 / 林豐明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198 面;
21 公分 .-- (秀詩人 ; 78)(語言文學類 ;
PG247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32-1 (平裝) NT$270
863.51

瀛臺文集 / 陳履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陳蓉萱, 10908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6-2 (平裝)
863.51

山林書籤 : 一位生態學家的山居記
事 / 陳玉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15-4 ( 平 裝 )
NT$420
863.55

歪仔歪詩刊. 18 : 詩人的筆記本專輯
/ 零雨主編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賣田,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950-9-9 (平裝) NT$250
863.51
星空遊子 / 吳啟瑞著 .-- 臺中市 : 昱
盛印刷,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6587-1-3 (平裝)
863.51
海之宅 : 我為馬祖寫一首詩 / 劉枝蓮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台灣文學叢書) .-- ISBN 978957-39-1113-5 (精裝) NT$300
863.51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 / 田品回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南 方 家 園 文 化 ,
10911 .-- 162 面; 20 公分 .-- (再現 ;
HR043) .-- ISBN 978-986-98885-2-3 (平
裝) NT$360
863.51
夢中轉來 : 古能豪台語詩集 = The
poetry of Gu Neng Hao / 古能豪作 .-初版 .-- 高雄市 : 宏文館圖書, 10908 .- 270 面; 21 公分 .-- (輕輕讀詩 ; 8) .-ISBN 978-986-6501-49-4 ( 平 裝 )
NT$300
863.51
賴和的相思 / 康原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晨星文學館 ; 58) .-- ISBN 978-9865529-47-5 (平裝) NT$380
863.51
蕉風 : 養浩軒俳句集 / 邱各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8 .-- 17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詩叢 ; 147) .--

露珠 / 李昌憲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9 .-- 204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212)(秀詩人 ;
7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48-2 (平裝) NT$250
863.51
迷。戀 / 林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邦文化,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402-0-7 ( 平 裝 )
NT$180
863.54
謊然大誤 / 馮翊綱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56019 (平裝)
863.54
麗晶卡拉 OK 的最後一夜 = The last
night of beauty karaoke / 詹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3415 (平裝) NT$260
863.54
一顆會開花的屁股 / 正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9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4-1 (平裝) NT$200
863.55
二十分鐘的江湖夢 : 導演黃致凱的
「劇場故事學」,翻玩思辨、笑點和
眼淚,為自己導一場有滋味的人生! /
黃致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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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藝饗 ‧
時光 ; 5) .-- ISBN 978-986-344-808-2
(平裝) NT$330
863.55
山地話/珊蒂化 / 馬翊航著 .-- 初版 .-臺北市 : 九歌, 10910 .-- 20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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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營閒慧子 : 吳金原.曾明泉交集 / 曾
明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曾明泉,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2-5 (平裝) NT$220
863.55
文學少年遊 : 蔣勳老師教我的事 / 凌
性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175) .-- ISBN 978-986-98871-7-5
(平裝) NT$380
863.55
母親的畢業禮物 : 寫給家人的情書 /
葉培靈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9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2-5 (平裝) NT$300
863.55
回得去的地方與回不去的時光 =
Now you know / 陳如山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330 (平裝) NT$350
863.55
吃飽睡飽,人生不怕 / 瞿欣怡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31-2 ( 平 裝 )
NT$380
863.55
床下的朋友 / 馮輝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 10909 .-- 137 面; 21 公
分 .-- (自然筆記 ; 3) .-- ISBN 978-986499-101-3 (平裝) NT$280
863.55
我的室友卡夫卡 / 伊絲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666) .-ISBN 978-986-323-356-5 ( 平 裝 )
NT$330
863.55
我終於捨得讓雪落下 / 劉定騫作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17) .-- ISBN 978-986-507-196-7 (平裝)
NT$350
863.55
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 : 想念楊牧 / 葉
步榮等作 ; 須文蔚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ISBN 978-957-138331-6 (平裝) NT$380 .-- ISBN 978957-13-8332-3 (精裝) NT$480
863.55
建狂社.文集 : 狂墨 / 彭玉文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建狂社,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40-07 (平裝) NT$390
863.55
書情點播 : 有些心情無法排解,就需
要一本書來配 / 祁立峰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39) .-ISBN 978-986-387-359-4 ( 平 裝 )
NT$280
863.55
雪地情書 / 胡一霞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采薇, 10909 .-- 12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9497-0-5 ( 平 裝 )
NT$250
863.55
散文教室 / 陳義芝主編 .-- 三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40) .-- ISBN 978-986450-311-7 (平裝) NT$420
863.55
童年的美味 / 林良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國語日報, 10910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51-856-9 (平裝)
NT$300
863.55

863.55
*蒼白球日誌. 2020, 春 = Records in the
globus pallidus spring. 2020 / 蒼白球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簡 靖 航 ,
10908 .-- 22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6-5 (平裝)
863.55
摩洛哥的美麗與哀愁 / 甘紹文著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76) .-ISBN 978-957-639-647-2 ( 平 裝 )
NT$260
863.55
憶啟,憶起,回憶起 / 魏玉賢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48 (平裝) NT$160
863.55
轉角.幸福學堂. 6 = Happines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 莊馨云採訪撰稿 ;
廖倩誼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大進修
推廣學院, 10909 .-- 1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28-5 (平裝)
863.55
Hey,親愛的睡美男 / 吉賽兒,抽根菸
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320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49) .-ISBN 978-986-99230-2-6 ( 平 裝 )
NT$280
863.57
TDD 零度分離 / 伊格言著 .-- 初版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學 ; 137) .-- ISBN 978-986344-824-2 (平裝) NT$350
863.57

筆花盛開 : 詩酒書畫的年華 / 侯吉諒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5603-3 (平裝)
863.55

一九三 0.烏山頭 / 謝金魚作 ; 賴政勳,
林容萱繪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0909 .-- 120 面; 19X20 公分 .-ISBN 978-986-5430-40-5 ( 平 裝 )
NT$360
863.57

喜歡,不喜歡,都是有意義的事 / 腋毛
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3-6 (平裝)
863.55

又見霓裳 / 宛若花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8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6-3 (平
裝) NT$270
863.57

感恩 / 邱正雄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游明釗, 10908 .-- 16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57-43-7971-2 (精裝)

大唐李靖. 卷二 : 龍戰于野 / 齊克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時報悅
74

讀 ; 33) .-- ISBN 978-957-13-8329-3 (平
裝) NT$330
863.57
天母千年戲曲 / 稻埕雲染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稻埕聖洋出版 ; 臺北
市 : 禮宗皇文藝社發行, 10910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73 (平裝) NT$280
863.57
天使沒有性別 / 陳瀅巧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360-0 (平裝)
863.57
月亮來的女兒 : 光的誕生 / Mrs. Q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1-7 (平裝) NT$340
863.57
友情十分熟, 愛情十分生 / 流鳶華
著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流鳶華,
10908 .-- 冊 .-- (流鳶華作品集 ; 1) .-ISBN 978-957-43-7910-1 (上集:平裝)
NT$320 .-- ISBN 978-957-43-7919-4 (下
集:平裝) NT$380 .-- ISBN 978-957-437920-0 (全套:平裝)
863.57
心理師,救救我的色鬼老爸! / 呂嘉惠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ST ; 25) .- ISBN 978-986-357-189-6 ( 平 裝 )
NT$350
863.57
不想愛你卻愛上你 / 君靈鈴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8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85-6 (平裝) NT$240
863.57
天選者. 4 : 今天起,請叫我歐神! / 貓
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 :
皇冠發行,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小說 ; 8) .-- ISBN 978-986-98906-87 (平裝)
863.57
代理月老的少女 / 燈貓著 .-- 一版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09 .-- 244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71) .-- BOD 版 .-ISBN 978-986-6992-53-7 ( 平 裝 )
NT$300
863.57

台灣好男 / 洪素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 10910 .-- 206 面; 21 公
分 .-- (當代名家 ; 92) .-- ISBN 978-98698686-9-3 (平裝) NT$300
863.57
百鬼夜行. 卷 2, 水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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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12) .-- ISBN
978-986-99310-4-5 (平裝) NT$320
863.57
伊羅寓言 : 國王貓 / 羅智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強, 10909 .-- 1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7235-2-7 (精
裝)
863.57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外篇, 跨世界打工
旅行 / 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使出版國際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水泉作品) .-- ISBN 978-98698052-3-0 (下冊:平裝) NT$229
863.57
我的同學是魔王該怎麼辦!. 2, 被命
運揪住後頸的滋味 / 翼翎著 .-- 臺南
市 : 瑞風文創, 10910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490-4-6 (平裝)
NT$300
863.57
我家老公色氣十足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出版 : 桃子
熊工作室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455) .-- ISBN 978-986335-627-1 (平裝) NT$220
863.57
吾家奇內助之珍寶歸來 / 裘夢著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28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92301) .-- ISBN 978-986-5555-03-0
(平裝) NT$280
863.57
吾家奇內助之惹了姑娘挨雷劈 / 寄
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92201) .-- ISBN 978-986-5555-023 (平裝) NT$290
863.57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 黃春明著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9 .-220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叢 ; 667) .- ISBN 978-986-323-354-1 ( 平 裝 )
NT$300

863.57
劫鏢 : 科幻故事集 / 邱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9 .-- 172 面;
21 公分 .-- (少年文學 ; 56) .-- BOD
版 .-- ISBN 978-986-98148-8-1 (平裝)
NT$240
863.57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原著小說 = Your
name engraved herein / Di Fer 作 .-- 臺
北市 : 水靈文創,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Fansapps ; 117) .-- ISBN 978986-99459-1-2 (平裝) NT$250
863.57
風吹樹梢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74) .-- ISBN
978-986-98305-7-7 (平裝) NT$300
863.57
相思無悔 / 簡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3801) .-- ISBN 978986-5555-24-5 (平裝) NT$270
863.57
致曾經錯過的愛情 / Kayako 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955 (平裝) NT$280
863.57

浩劫雙城記 : 從海德堡到上海 / 陳介
中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0 .-冊 .-- ISBN 978-986-352-896-8 (上冊:
平裝) NT$440 .-- ISBN 978-986-352897-5 (下冊:平裝) NT$440
863.57
這一次我們不相愛 / 喬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57) .-- ISBN
978-986-335-629-5 (平裝) NT$280
863.57
從今以後一個人住 / 彭樹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76 種)(彭
樹君作品集 ; 3) .-- ISBN 978-957-333572-6 (平裝)
863.57
密室殺人 / 李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76) .-- ISBN 978986-98871-8-2 (平裝) NT$330
863.57
掌勺玩家 / 宇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3201) .-- ISBN 978986-5555-25-2 (平裝) NT$270
863.57

拼裝家庭 / Ami 亞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鏡小說 ; 39) .-- ISBN 978-98698868-8-8 (平裝) NT$360
863.57

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 帝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
月書版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04-8 (第 2 冊:
平裝)
863.57

為愛鼓掌啪啪啪 / 程雪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07-9-3 (平
裝) NT$320
863.57

萌妻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
馬文化出版 : 桃子熊工作室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56) .-- ISBN 978-986-335-628-8 (平
裝) NT$210
863.57

城境之雨 / 既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4880 種)(Joy ; 225) .-- ISBN
978-957-33-3593-1 (平裝)
863.57

飯香襲人 / 寧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2501) .-- ISBN 978986-5555-04-7 (平裝) NT$290
863.57

海市 / 張郅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九
歌文庫 ; 1339) .-- ISBN 978-986-450310-0 (平裝) NT$360
863.57

跨界 / 綠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邀
月文化, 10909 .-- 272 面; 20 公分 .-(霓幻鑰系列 ; K5901) .-- ISBN 978957-8696-30-3 (平裝) NT$250
863.57
愛情停機坪 / 月影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花園文化, 10909 .-- 320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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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花園系列 ; G3501) .-- ISBN
978-986-98030-6-9 (平裝) NT$270
863.5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94-2 (平裝) NT$180
863.57

分 .-- (故事奇想樹) .-- ISBN 978-9865535-60-5 (平裝) NT$280
863.596

遊戲結束之前. 2, 支配禁止 / 草子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月書版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6-2 (平裝)
863.57

臺南市兒童文學創作專輯 : 小黑琵.
第 10 輯 / 鄭新輝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府, 10909 .-- 2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30-38-2 ( 平 裝 )
NT$108
863.59

猜猜我在哪 / 逐雲文.圖 .-- 臺中市 :
美伸文化, 10908 .-- 32 面; 18X1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4380-2 (精裝) NT$350
863.596

愛寵圓圓 / 季可薔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3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3601) .-- ISBN
978-986-5555-20-7 (平裝) NT$300
863.57
誰弒我同學? : 夜訪女作家外傳 / 千
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
10908 .-- 272 面; 20 公分 .-- (霓幻鑰系
列 ; K5703) .-- ISBN 978-957-8696-297 (平裝) NT$250
863.57
臻.情 / 陳臻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9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6-86-3 ( 平 裝 )
NT$240
863.57
謀殺法則 / 佘炎輝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78)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2-0 (平裝) NT$300
863.57
謊殺 / 尾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8-6 (平裝)
863.57
總裁的徐秘書又跑了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5-6 (平裝) NT$190
863.57
薩維爾的魔法師 / 蒔舞著 .-- 初版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PS ; P273) .-- ISBN 978986-494-214-5 (平裝) NT$330
863.57
藥鋪小東家 / 佟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8 .-- 336 面; 21 公
分 .-- (藍海 ; E92001) .-- ISBN 978-957788-996-6 (平裝) NT$270
863.57
驅魔少女 : 無悔之路 / 龍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9 .-

小時候,小石猴 : 臺灣獼猴的故事 / 洪
佳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8-3 (平裝) NT$250
863.596
加油吧!笨海豚 / 林滿秋作 ; 楊宛靜
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13-76-4 ( 平 裝 )
NT$290
863.596
李崇建 X 甘耀明奇想童話 : 透明人 /
李崇建, 甘耀明著 ; 鄒享想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6652 (平裝)
863.596
李崇建 X 甘耀明奇想童話 : 藍眼叔
叔 / 李崇建, 甘耀明著 ; 鄒享想繪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666-9 (平裝)
863.596
冒牌爸爸 / 陳景聰文 ; Sonia 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新閱讀快車 ; 1) .-- ISBN
978-957-9047-70-8 (平裝) NT$280
863.596
烈火、流星、與巨蛋 / 洪偉豐作.
繪 .-- 第一版 .-- 高雄市 : 洪偉豐,
10908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2-2 (精裝) NT$300
863.596
神探噴射雞 / 蕭逸清文 ; 陳佳蕙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故事奇想
樹) .-- ISBN 978-986-5535-61-2 (平裝)
NT$280
863.596
神探噴射雞. 4, 怪盜咕狗俠 / 蕭逸清
文 ; 陳佳蕙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144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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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馬童話大冒險. 7, 我愛你 / 王文華
等著 ; 楊念蓁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6-3 (平裝) NT$330
863.596
樹夢奇緣 / 陳志和作 ; 法蘭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閱讀展翅飛) .-- ISBN
978-957-9047-69-2 (平裝) NT$260
863.596
漂流監獄 / 陳芯文.圖 .-- 初版 .-- 花蓮
市 : 花 縣 文化 局 , 10909 .-- 56 面 ;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9-195 (精裝) NT$350
863.599

西洋文學
伊索寓言 / 伊索(Aesop)原著 ; 周願同
改寫 ; 陳亭亭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238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ISBN 978-986-338-352-9 ( 平 裝 )
NT$220
871.36
北海鯨夢 / 伊恩.麥奎爾(Ian McGuire)
作 ; 馬耀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 10910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74-4-2 (平裝) NT$360
873.57
尼羅河謀殺案 / 阿嘉莎.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宮英海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63-3 (平
裝) NT$280
873.57
哈利波特. 2, 消失的密室 / J.K.羅琳(J.
K.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 二版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400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80 種)(Choice ;
333) .-- ISBN 978-957-33-3590-0 (平裝)
873.57

科學怪人 : 為科學家、工程師及所
有類型創作者設計的註解版本 / 瑪
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 黃佳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Courant ;
8) .-- ISBN 978-986-344-813-6 (平裝)
NT$480
873.57
秘密花園 /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著 ;
柔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96-1 (平裝) NT$380
873.57
從前從前,在河畔 / 黛安.賽特菲爾德
(Diane Setterfield)著 ; 聞若婷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448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65) .-- ISBN 978-986-235-864-1
(平裝) NT$450
873.57
新月球帝國. I : 血染新月 / 伊恩.麥克
唐諾(Ian McDonald)著 ; 黃鴻硯譯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432 面; 21 公分 .-- (Hit 暢小說 ; 98) .-ISBN 978-986-344-816-7 ( 平 裝 )
NT$420
873.57
新月球帝國. II : 狼嚎時分 / 伊恩.麥
克唐諾(Ian McDonald)著 ;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Hit 暢小
說 ; 99) .-- ISBN 978-986-344-817-4 (平
裝) NT$380
873.57
新月球帝國. III : 重生月世界 / 伊恩.
麥克唐諾(Ian McDonald)著 ; 黃鴻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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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480 面; 21 公分 .-- (Hit 暢小
說 ; 100) .-- ISBN 978-986-344-818-1
(平裝) NT$450
873.57
慾望莊園 / Evelyn Waugh 著 ; 李斯毅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456 面; 21 公分 .-- (不朽 Classic) .-ISBN 978-957-08-5598-2 (平裝)
873.57

魯賓遜漂流記(經典全譯本) : 英國文
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 / 丹尼爾.笛
福(Daniel Defoe)著 ; 謝濱安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NeoReading ; 34) .-- ISBN 978986-98945-5-5 (平裝)
873.57
幸運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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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400 面; 21 公分 .-- (昔日巫師系列 ;
3) .-- ISBN 978-957-10-9166-2 (平裝)
873.596
金銀島 / 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著 ;
顧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42) .-- ISBN 978-957-13-8328-6 (精裝)
NT$350
873.596
耶誕頌歌 /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
文化,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 (大
師名著 ; 8) .-- ISBN 978-986-99212-6-8
(平裝) NT$320
873.596
銀劍 / 伊安.塞拉利爾(Ian Serraillier)
作 ; 趙永芬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小魯大獎小說 ; BSP770) .-- ISBN
978-986-5513-79-5 (平裝) NT$32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一, 午夜追蹤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迪特‧霍
爾(Dieter Hörl)繪 ; 高子梅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Warriors ; 7) .-- 暢銷紀念版 .-ISBN 978-986-5529-56-7 ( 平 裝 )
NT$25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二, 新月危機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迪特‧霍
爾(Dieter Hörl)繪 ; 謝雅文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72 面; 21 公
分 .-- (Warriors ; 8) .-- 暢銷紀念版 .-ISBN 978-986-5529-57-4 ( 平 裝 )
NT$25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三, 重現家園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迪特.霍爾
(Dieter Hörl)繪 ; 高子梅譯 .-- 二版 .-77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Warriors ; 9) .-- 暢銷紀念版 .-ISBN 978-986-5529-58-1 ( 平 裝 )
NT$25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六, 日落和平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韓宜辰譯 .-- 二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12) .-- 暢銷紀念
版 .-- ISBN 978-986-5529-61-1 (平裝)
NT$25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五, 黃昏戰爭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
(Johannes Wiebel)繪 ; 韓宜辰譯 .-- 二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11) .-- 暢銷紀念
版 .-- ISBN 978-986-5529-60-4 (平裝)
NT$250
873.596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四, 星光指路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迪特.霍爾
(Dieter Hörl)繪 ; 謝雅文譯 .-- 二版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Warriors ; 10) .-- 暢銷紀念版 .-ISBN 978-986-5529-59-8 ( 平 裝 )
NT$250
873.596
Shine / 鄭秀妍(Jessica Jung)作 ; 曾倚
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
版 : 希代多媒體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9-3 (平
裝)
874.57
人體標本師 / 麥克.歐默(Mike Omer)
著 ; 李雅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66) .-- ISBN 978986-235-871-9 (平裝) NT$400
874.57
不良品 /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
(Elizabeth Strout)著 ; 張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65-7 (平裝)
NT$300
874.57
幻想中的朋友 / 史蒂芬. 切波斯基
(Stephen Chbosky)著 ; 陳芙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752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4874
種)(Choice ; 332) .-- ISBN 978-957-333575-7 (平裝)
874.57
白牙 / 傑克.倫敦著 ; 楊玉娘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23 (平裝)
874.57
白楊林裡的房子 / 凱瑟琳.K.E.歐姆
斯畢(K.E.Ormsbee)著 ; 歸也光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56-9 (平裝) NT$380
874.57
死了兩次的 M / 黛博拉.喬.伊莫嘉
(Debra Jo Immergut)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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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68) .-ISBN 978-986-5509-40-8 ( 平 裝 )
NT$380
874.57
有些人活該被殺 / 彼得.史汪森作 ; 甘
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70-9 (平裝)
874.57
沒有名字的男孩 / 凱瑟琳.吉爾博特.
莫道克(Catherine Gilbert Murdock)著 ;
曾馨儀譯 ; 張梓鈞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小說精選) .-- ISBN 978-957-08-56057 (平裝)
874.57
旅館的永恆等待 / 卡塔琳娜.碧瓦德
(Katarina Bivald)著 ; 康學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015 (平裝) NT$420
874.57
殺戒. 3, 玄鐘 /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 陳錦慧譯 .-- 初版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0910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7-8-6 (平
裝) NT$450
874.57
野性的呼喚 /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著 ; 楊玉娘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潮社,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1-6 (平裝)

874.57
黑色魔咒. 3, 小美人魚:悲悽之靈 / 瑟
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
黃 懷 慶 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小
說 系 列 ) .-- ISBN 978-957-658-417-6
(平裝) NT$360
874.57
黑鳥不哭 / 潔思敏.沃德(Jesmyn Ward)
著 ; 彭玲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大師名作坊 ; 176) .-- ISBN 978-95713-8340-8 (平裝) NT$350
874.57
善惡魔法學院 : 終極祕密手冊 / 蘇曼.
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9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82-5 (平裝) NT$499
874.57
黑貓 : 愛倫坡恐怖推理小說集 / 愛倫
坡原著 ; 游若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9-832-9 (平裝) NT$300
874.57
厭世機器人. II, 太空探索逃生手冊 /
瑪莎.威爾斯(Martha Wells)著 ; 翁雅
如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07-9 (平裝)
874.57
戰神官方小說 / J.M.Barlog 原作 ; 林
叡斌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2-0 (平裝)
874.57
鋼鐵德魯伊故事集. 2, 圍困 / 凱文.赫
恩(Kevin Hearne)著 ; 戚建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9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5030 (平裝) NT$420
874.57

桓, 吳珊如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22-0 (平裝) NT$280
874.596
你嚇不倒我! / R.L.史坦恩(R.L.STINE)
著 ; 柯博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雞皮疙瘩
系列 ; 43) .-- ISBN 978-986-477-905-5
(平裝) NT$250
874.596
滑輪女孩露欣達 / 露絲.索耶作 ; 林秋
平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5-6 (平裝)
874.596
踏上天堂嶼 / 珍妮佛.霍姆著 ; 林靜華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6-3 (平裝)
874.596
我願意為妳朗讀 / 徐林克著 ; 姬健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22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83
種)(Choice ; 334) .-- 25 週年紀念全新
譯本 .-- ISBN 978-957-33-3592-4 (平裝)
NT$280
875.57
蘋果樹小女巫 : 黑色馬戲團 / 薩比娜.
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 薩賓娜.比
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 莊亦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09 .- 25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62-691-2 (平裝) NT$280
875.596
燃 燒 的 玫 瑰 / 皮 耶 . 勒 梅 特 (Pierre
Lemaitre)著 ; 繆詠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488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296) .-- ISBN 978957-13-8344-6 (平裝) NT$450
876.57

闇黑之眼 / 丁.昆士(Dean Koontz)作 ;
陳 岡 伯 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iRead ;
130) .-- ISBN 978-957-658-416-9 (平裝)
NT$380
874.57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作 ; 曾銘祥, 安東尼.聖
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繪 ;
姚文雀譯 .-- 三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05) .-- 中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986-5529-46-8 (精裝) NT$260
876.596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2, 左撇子女孩 /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 金瑄

海龍號. 7, 食人魚的攻擊!? / 茱麗葉.
巴 哈 希 尼 . 登 妮 (Juliette Parach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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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y), 歐麗芙耶.杜邦(Olivier Dupin)
作 ; 傑侯姆.貝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1 .-- 72 面; 20 公分 .-- (優讀本 ;
180) .-- ISBN 978-957-521-421-0 (精裝)
NT$240
876.596
木 偶 奇 遇 記 / 卡 洛 . 科 洛 迪 (Carlo
Collodi)作 ; Koko, Enrico Mazzanti 繪 ;
林久淵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04) .-- 中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986-5529-48-2 (精裝) NT$250
877.596
愛的教育 / 艾德蒙多.德.亞米契斯著 ;
張密, 祁玉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41) .-- ISBN 978-957-138335-4 (精裝) NT$380
877.596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恐怖份子 / 麥伊.荷瓦兒(Maj Sjöwall),
培爾. 法勒(Per Wahlöö) 合著 ; 平郁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496 面; 21 公
分 .-- (馬丁.貝克刑事檔案 ; 10) .-ISBN 978-986-359-833-6 ( 平 裝 )
NT$420
881.357
露 營 之 謎 / 馬 丁 . 威 德 馬 克 (Martin
Widmark) 文 ; 海 倫 娜 . 維 莉 (Helena
Willis)圖 ; 陳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米奇巴克, 10910 .-- 96 面; 22 公
分 .-- (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 ; 10) .-ISBN 978-986-6215-95-7 ( 精 裝 )
NT$250
881.3596
馬戲團的女兒 / 喬斯坦.賈德著 ; 江麗
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9 .-- 3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93-6 (平裝) NT$380
881.457
貪婪,你會走多遠? / 馬克.艾斯伯格
(Marc Elsberg)著 ; 管中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9 .-- 360 面; 21 公
分 .-- (莫若以明書房 ; 22) .-- ISBN
978-986-477-909-3 (平裝) NT$380

882.257

總論

冰花之蜜 / 彼得.卡爾品斯基著 ; 梁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3-2 (平裝)
882.6596
焰 : 加拿大傳奇民謠詩人李歐納.柯
恩最後的詩歌與手稿 / 李歐納.柯恩
(Leonard Cohen)著 ; 廖偉棠, 王天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024 (平裝) NT$380
885.34
少年偵探法律事件簿. 2, 一罪不二審
/ 維姬.葛朗特(Vicki Grant)著 ; 柯清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10 .-320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30) .-ISBN 978-986-449-203-9 ( 平 裝 )
NT$300
885.357
使女的故事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著 ; 陳小慰譯 .-- 增
訂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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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ISBN 978-98699305-2-9 (平裝) NT$380
885.357
嬉皮記 /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
著 ; 陳佳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藍小說 ; 296) .-- ISBN 978-957-138363-7 (平裝) NT$320
885.7157
銀姐 : 一位自梳女奇異的人生故事 /
黃貞才著 ; 吳玫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足智文化, 10909 .-- 3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393-91-2 (平裝)
NT$380
887.157

新聞學
編輯樣. II : 會編雜誌,就會創意提案!
/ 王聰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344 面; 22 公分 .-- (聯經文
庫) .-- ISBN 978-957-08-5609-5 (平裝)
1.雜誌編輯 893

藝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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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與藝術生活 / 苟彩煥, 張翡月, 廖
婉君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 109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54-1 (平裝)
1.藝術欣賞 2.美學 900
畫哲想 / Bone Bone 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11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6-89-4 (平裝)
NT$200
1.藝術哲學 2.繪畫 901.1
看 見 權 力 / 納 托 . 湯 普 森 (Nato
Thompson)著 ; 周佳欣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92-95 (平裝) NT$350
1.藝術社會學 2.藝術哲學 901.5
*MURMUR / 段存真作 .-- 彰化市 : 彰
化生活美學館, 10908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07-9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台 灣 當 代 一 年 展 . 2020 = Taiwan
Annual / 洪苡錚, 范宇晴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10909 .-- 2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4336-4-8 (精裝) NT$500
1.美術 2.視覺藝術 3.作品集 902.33
彼方之境 : 當代藝術家創作展 = The
other realm / 趙茂東總編輯 .-- 新北市 :
問空間工作室, 10908 .-- 6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50-0-4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拾到寶 : 李明則個展 = Serendipity : a
solo exhibition by Lee-Ming-tse / 李明
則作 .-- 臺北市 : 安卓藝術, 10909 .-11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0-1-9 (平裝) NT$800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苗栗縣美術名家年展. 2020 : 生命 =
Life : Miaoli County Artists Annual
Exhibition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09 .-- 17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13 (精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城美展. 2020 第 24 屆 / 李兆隆, 許
琇惠執行編輯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
美術館,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41-1 ( 平 裝 )
NT$3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高雄市藝文團體理事長協會作品專
輯. 2019-2020 / 蔡嘉琛, 吳智通執行
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藝文團體理事
長協會, 10909 .-- 1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5936-4-0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雲林縣美術協會湖光畫會作品專輯.
2020 / 邱垂智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縣美術協會, 10909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6474-59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新 竹 美 展 . 2020 = Hsinchu Art
Exhibition. 2020 / 黃竫蕙, 田昭容總編
輯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 [新竹
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910 .-- 21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42-7 (精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 南 美 展 . 2020 = Tainan Fine Arts
Exhibition / 周雅菁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10 .-- 1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7-5 (精裝)
NT$3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灣當代六六藝術名家聯展 =
Taiwan Contemporary 66 Artists
Exhibition / 麻念台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國藝術家協會, 10909 .-- 1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485-00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鄭崇孝 2018-2020 = Chong-Xiao Zheng
/ 鄭崇孝作 .-- 臺北市 : 藝星國際,
10910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5686-7-9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邊界都蘭 : 想像與實踐 / 鍾青柏總編
輯 .-- 臺東市 : 東縣文化處, 10908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923-3 (平裝) NT$3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藝術有愛 : 藝挺伯立歐 / 張雀芬總編
輯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8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70-4 (平裝) NT$45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國 美 館 . 2020 =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2020 = Musé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e Taïwan. 2020
= 国美館. 2020 / 鄧淵仁執行編輯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8 .-- 160 面;
26 公分 .-- 中英法日版 .-- ISBN 978986-532-108-6 (平裝)
1.國立臺灣美術館 906.8
藝術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museum / 廖仁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909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6-2 (平裝) NT$450
1.藝術 2.博物館管理 3.文集 906.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 進畫論. 五
部曲,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
與生平推介 / 王福東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909 .-- 2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2-2 ( 平 裝 )
NT$350
1.藝術家 2.臺灣傳記 3.藝術評論
909.933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死後 / James
Westcott 著 ; 劉雅郡, 楊璧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Source ; 28) .-- ISBN 978-986235-873-3 (精裝) NT$699
1.阿布拉莫維奇(Abramovic, Marina)
2.藝術家 3.女性傳記 4.行為藝術
909.94931

音樂
樂齡音樂活動帶領手冊 : 音樂活動
設計 / 杜敏世等作 ; 陳欣意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彩霞教育基金
會, 10908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4781-3-8 (平裝) NT$390
1.音樂教學法 2.教學活動設計 3.老
人教育 910.33
邁爾士.戴維斯自傳 / 邁爾士.戴維斯
(Miles Davis), 昆 西 . 楚 普 (Quincy
Troupe)著 ; 陳榮彬, 蔣義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09 .- 5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722-97-2 (平裝) NT$540
1.戴維斯(Davis, Miles.) 2.傳記 3.音樂
家 4.爵士樂 910.9952
*有效練習金三角 : 讀譜.記憶.方法 /
克里斯多夫.伯瓦(Christophe BOIS)作 ;
80

顧鈞豪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原笙國
際, 10908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42-4-5 (平裝) NT$560
1.樂譜 2.記譜法 911.14
我想把歌唱好 : 一本沒有五線譜的
歌唱書 / 曹之懿, 蔡宛凌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0 .-- 160 面; 21 公
分 .-- (creative ; 5) .-- ISBN 978-986179-605-5 (平裝) NT$280
1.歌唱法 913.1
提琴工作室裡的樂章 / 莊仲平著 .-- 3
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910 .-- 20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297-86 (平裝) NT$380
1.小提琴 2.文集 916.107
21 世紀初階鋼琴教學法 : <<動的音
樂:鋼琴教程>>培養全方位音樂家 /
何佩華著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台
灣高飛音樂, 10909 .-- 16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0-6 (平裝)
NT$45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917.105
流行豆芽譜 / 姚逸軒編輯 .-- 高雄市 :
卓著, 10908 .-- 1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1498-8-4 (第 95 冊:平裝)
1.鋼琴 2.樂譜 3.流行歌曲 4.音樂教
學法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本. 1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修訂一
版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3-4-4 (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本. 2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5-1 (平裝附
光碟片) NT$3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本. 3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7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6-8 (平裝附
光碟片) NT$325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本. 4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7-5 (平裝附
光碟片) NT$3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本. 5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8-2 (平裝附
光碟片) NT$3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師教案. 1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3-9-9 (平
裝) NT$49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師教案. 2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18-0-8 (平
裝) NT$43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師教案. 3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18-1-5 (平
裝) NT$43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18-3-9 (平
裝) NT$19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調性與調式:琶
音、終止式與音階完全教本 / 瑪麗
琳 . 樓 (Marilyn Lowe), 艾 德 文 . 高 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18-4-6 (平
裝) NT$25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鍵盤遊戲教本 A
與 B 教師的教案 / 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
作 ; 何佩華譯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3-3-7 (平裝)
NT$4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節奏型/音型 CD 併用教本 / 瑪麗琳.
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8-5-3 (平裝附
光碟片) NT$35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圖解音效入門 / 小川哲弘著 ; 賴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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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0-126-8 ( 平 裝 )
NT$550
1.電腦音樂 2.音效 3.電腦軟體
917.7029

建築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師教案. 4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18-2-2 (平
裝) NT$21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接近 Closer / 賴志盛[作] ; 熊思婷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09 .-- 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3-0 (平裝) NT$200
1.空間藝術 2.裝置藝術 3.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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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 教師教案. 5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臺

台 灣 住 宅 建 築 獎 作 品 集 = Taiwan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award / 莊亦吏
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建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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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10908 .-- 4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5086-8-1 (精裝) NT$1500
1.房屋建築 2.建築美術設計 3.作品
集 920.25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系刊. 2018-2019 =
Dep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portfolio 2018-2019 / 淡江大
學建築學系著 .-- 新北市 : 淡大建築
系,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淡江
建築 ; TAO11) .-- ISBN 978-957-873660-3 (平裝)
1.淡江大學建築系 2.建築美術設計
3.作品集 920.25
SOS 粗獷主義 : 臺灣與全球建築選輯
= SOS brutalism : selected projects from
Taiwan and the world / Oliver Elser, 王
俊雄, 黃少妤作 .-- 臺北市 : 忠泰建築
文化藝術基金會, 忠泰美術館,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6465-2-9 (平裝)
1.建築史 2.現代建築 3.建築藝術
920.9
空間設計要思考的是 : 人與空間、
形式和機能,從思考到現場,陸希傑的
極簡美學與實踐 / 陸希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0-6 (平
裝) NT$520
1.建築美術設計 2.空間設計 3.室內
設計 921
古姬派對 : 臺灣古蹟擬人計畫 / 天雨
鹿華文.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謝天予,
10908 .-- 13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932-3 (平裝) NT$450
1.歷史性建築 2.文化資產 3.漫畫 4.
臺灣 923.33
雕梁畫棟之台灣旅圖 / 梁興隆, 鄭安
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9 .-- 256 面; 36 公分 .-- (新銳藝
術 ; 41)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3-5 (精裝) NT$800
1.建築藝術 2.臺灣 923.33
世界教堂建築巡禮 : 一個建築學者
的朝聖散記 / 謝宗哲文.攝影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宇 宙 光 全 人 關 懷 ,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80-6 (平裝) NT$390
1.教堂 2.宗教建築 927.4

雕塑

和諧 :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 第四屆
/ 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初版 .-- 臺北市 :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
會, 10910 .-- 91 面; 26X26 公分 .-ISBN 978-986-95987-3-6 ( 精 裝 )
NT$8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物盡其
用 貝馬丁個展 = Making the Best of
Things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
縣文化觀光局, 10908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39-0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臺中市
雕塑學會會員聯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08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0-6 (平裝) NT$3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版印潮 = The craze for prints / 梁晋誌
總 編 輯 .-- 臺 中 市 : 臺 灣 美 術 館 ,
10908 .-- 1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4-7 (平裝) NT$500
1.版畫 2.畫冊 937
國 際 迷 你 版 畫 邀 請 展 . 2020 = IPC
international mini print. 2020 / 鐘有輝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國際
版畫中心, 109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3-7 (平裝)
1.版畫 2.畫冊 937
新竹縣優秀藝術家薪傳展. 2020 : 刻
板藝象 : 陳永欽版畫專輯 / 田昭容總
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文化局,
10909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43-4 (精裝) NT$600
1.版畫 2.畫冊 937
香火裡的記物微觀 : 許明香陶藝創
作 = Hsu Ming Hsaing ceramics portfolio
/ 許 明 香 作 .-- 新 北 市 : 許 明 香 ,
10908 .-- 8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907-1 (精裝) NT$12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書畫
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位西洋畫家及
其創作 / 許汝紘著 .-- 4 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909 .-- 400 面; 22 公分 .- (What's art) .-- ISBN 978-986-98297-93 (平裝) NT$750

1.畫家 2.傳記 3.畫論

940.99

千年一問 CHEN UEN : 鄭問紀錄片 /
陳怡靜, 黃麗如撰文 ; 牽猴子整合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企劃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辣出版 : 大塊文化發行,
10909 .-- 256 面; 26 公分 .-- (dala plus ;
14) .-- ISBN 978-986-98557-8-5 (平裝)
NT$600
1.鄭問 2.漫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寂滅生命的靈光 / 張雅玲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08 .-- 1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3-9 (平
裝) NT$600
1.張雅玲 2.自傳 3.畫家 940.9933
仙樂飄飄 : 陳玉庭書畫展 / 陳玉庭
作 .-- 屏東市 : 陳玉庭, 109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45 (精裝) NT$18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回望雲捲雲舒 : 2020 李轂摩八十回
顧展 = Gazing at the Drlfting Clouds :
Kumo Lee 80th Birthday Retrospective /
李轂摩作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908 .-- 176 面; 35 公分 .-- (南投縣文
化資產叢書 ; 231) .-- ISBN 978-9865422-41-7 (精裝) NT$20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雲山滄滄江水泱泱 : 玩墨敷彩悠遊
國畫 / 陳柏琴編繪 .-- 彰化市 : 欣興,
10907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40-1-0 (平裝) NT$10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翰墨遣懷 / 廖美蘭作 .-- 臺北市 : 懂
得 國 際 藝 術 文 化 , 10909 .-- 84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86-16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筆痕墨跡 : 史博館館藏名家書畫展 =
Traces of Brush and Ink : Celebrated
Artists' Works of Calligraphy and Ink
Wash Painting in NMH Collection / 蔡
耀慶撰稿 .-- 臺北市 : 史博館, 10910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9-2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臺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二十週年
書畫專集 / 陳阿緞總編輯 .-- 臺中市 :
嗣雍齋國學社, 10908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6588-4-4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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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竹風華 撇捺人生 : 新竹縣翠竹書
畫學會會員聯展 / 黃棋悅, 何瑞珠執
行編輯 .-- 新竹縣竹東鎮 : 新竹縣翠
竹書畫學會, 10908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6-0-0 (平裝)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草書通識 / 張志弘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7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87-0 (平裝)
NT$2000
1.草書 2.書法 942.08
詩歌楷書 / 吳啓禎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吳啓禎書法工作室,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54-00 (平裝) NT$500
1.書法 2.楷書 942.17
*宋詞集聯 / 程柏堂編著 .-- 初版 .-高雄市 : 學海, 10908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14-323-6 (平裝)
NT$35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杖藜行歌 : 林俊臣書法展 / 林俊臣
作 .-- 彰 化 市 : 彰 化 生 活 美 學 館 ,
10909 .-- 68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20-8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路遙書楷書春聯 / 蕭世瓊作 .-- 臺中
市 : 林瑪琍, 10908 .-- 2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8-0 ( 平 裝 )
NT$300
1.楷書 2.春聯 943.5
憶祥詩選書法作品集 / 邱坤生著 .-[臺北市] : 六景彩印實業, 10908 .-25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073-0-5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四十周年特
展暨名家邀請展 / 黃臺芝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
會, 109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11-3-0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10 /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
書法傳承學會, 10910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998-0-8 (平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日新又新 : 湯盤書會首展作品集 / 賴
澄麟總編輯 .-- 臺北市 : 湯盤書會,

109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89-0-6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兩岸漢字文化藝術節. 2020 / 吳昱璇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文化
永續發展基金會, 10909 .-- 264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81703-4-6 (精裝)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6
兩岸漢字文化藝術節. 2020 : 漢字青
春 : 青.少年漢字藝術創作展 / 吳昱璇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文化
永續發展基金會,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1703-3-9 (平裝)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6
虎茅庄書會第五次聯展專集 / 徐文
夫作 .-- 桃園市 : 虎茅庄書會, 109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588-4-8 (平裝) NT$4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無聲之樂 : 穆然書會庚子聯展 = 2020
Exhibition of Mu R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 孫愛玉主編 .-- 桃園市 :
桃市穆然書會, 10909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2700-4-6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游藝墨痕 : 彰化縣游藝雅集書學會
會員聯展專輯. 2020 / 李憲專, 鄭仕杰
主編 .-- 彰化縣伸港鄉 : 彰縣游藝雅
集書學會, 10909 .-- 7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6883-5-3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蔣夢龍楷書千家詩 / 蔣夢龍作 .-- 初
版 .-- 基 隆 市 : 基 隆 市 海 東 書 會 ,
10908 .-- 100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1-5 (平裝) NT$500
1.習字範本 2.楷書 943.9
有情人間 : 廖美蘭水墨人物創作中
的抒情意識與詩畫互文 = A world
with passion : the lyr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of poems and paintings
of Liao, Mei-Lan's ink figure paintings /
廖美蘭(Liao Mei-Lan)著 .-- 臺北市 :
懂得國際藝術文化, 10909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86-3-0 (平
裝)
1.水墨畫 2.畫論 945.5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六冊 .-- 初版 .-臺中市 : 秦鼎文流, 10909 .-- 264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96354-2-4 (精
裝) NT$26000
1.中國畫 2.畫冊 945.5

有情人間 = A world with passion / 廖
美蘭作 .-- 臺北市 : 懂得國際藝術文
化, 10909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86-2-3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自然心境 : 丁鴻銘作品集. 2020 / 丁
鴻銘[作] .-- 臺中市 : 丁鴻銘, 10909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38-5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李振明畫展. 2020 = An exhibition of
works Lee Cheng-Ming / 李振明作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09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32 (平裝) NT$8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惡托邦 = Cacotopias / 曾建穎[作] .-臺北市 : 赤粒藝術, 10909 .-- 66 面; 2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052-7-1 (精裝) NT$1000
1.水墨畫 2.膠彩畫 3.畫冊 945.6
舞墨.行旅 : 易亭伃水墨創作展 = Yi
Ting-Yu's ink wash painting exhibition :
Dancing Ink Journey / 易亭伃作 .-- 臺
中市 : 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10908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10 屆) .-ISBN 978-986-5458-18-8 ( 平 裝 )
NT$35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1.人物畫 2.人物志

947.2

畫 貓 = Cat paintings = 猫 の 絵 =
고양이 그림 / 林政毅繪圖.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4-4 (精
裝) NT$420
1.動物畫 2.貓 3.繪畫 4.畫冊 947.33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五十
一 屆 = Special issue the 51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
教育學會等編輯 .-- 臺北市 : 兒童美
術教育學會出版 ; 高雄市 : 第五十屆
世界兒童畫展籌備會發行, 10908 .-2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8669-9-7 (平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
航行巨殼島 : 無人島.華南海盜.海洋
巨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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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60 面; 23 公
分 .-- (X 尋寶探險隊 ; 17) .-- ISBN 978986-99136-6-9 (平裝)
1.漫畫 947.41
海風 / 小雪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86-7 (精裝) NT$300
1.漫畫 947.41

人體速寫特訓班 / 廣田稔作 ; 林農凱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4-5 (平裝) NT$35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畫背景!細膩質感技巧書 / 佐藤夕子
著 ; 李明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
悅文化圖書, 10910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2-0-1 (平裝)
NT$45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立中式速繪 動態姿勢繪圖技巧 / 立
中順平作 ; 游若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0 .-- 21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1-4 (平裝)
NT$42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尋寶少年隊 : 決戰王陵 / 孫家裕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5-1 (平裝)
1.漫畫 947.41

零基礎也能輕鬆下筆 絕對上手的素
描技法 / 梁取文吾監修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9-3 (平裝)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暴君的陷阱 : 義大利.羅馬帝國.競技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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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60 面; 23 公
分 .-- (X 尋寶探險隊 ; 16) .-- ISBN 978986-99136-5-2 (平裝)
1.漫畫 947.41

古人故事 / 沈以正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之美藝術, 10909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99-8-5 (平
裝) NT$200

騎幻印度旅程 =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 / 阮光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0910 .-- 12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95-428-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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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漫畫

947.41

神之手 : 動畫大神加加美高浩的繪
手神技 / 加加美高浩著 ; 謝薾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47 (平裝) NT$490
1.插畫 2.漫畫 3.手 4.繪畫技法
947.45
神奇畫畫 16 掌創意繪畫課 : 童話故
事 / 瑪伊帖.巴拉特(Maïté Balart)作 ;
蔡雅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 10909 .-- 6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71-243-5 (精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開 拓極 短篇原 創大 賞得獎作 品集 .
2020 第九屆 / 游傳盛, 陳薇如, 羅翊
萱圖文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拓
動漫, 10908 .-- 144 面; 26 公分 .-- 臺
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 ISBN
978-986-96741-8-8 (平裝) NT$250
1.插畫 2.畫冊 947.45
詳解動作和皺褶衣服畫法圖鑑 : 從
衣服結構到各種角度的畫法 /
Rabimaru 著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10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8-4 ( 平 裝 )
NT$38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漫畫新手逆襲 : 秒懂表情神態怎麼
畫 / 噠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1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2-1 ( 平 裝 )
NT$320
1.插畫 2.表情 3.繪畫技法 947.45
幸福樂 : 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得
獎 作 品 集 . 12. 2019 第 十 三 屆 =
Blissful happiness : 13th international Fo
Guang Yuan young artist award 2019
award-winning artwork collection. 12 /
釋如常主編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教
基金會出版 : 佛光緣美術館發行,
10909 .-- 156 面; 25X25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57-457-564-0 (平裝)
NT$400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心目因緣 : 李國坤作品集 = The cause
of the mind Lee,Kuo Kun Collections /
李 國 坤 作 .-- 新 北 市 : 臺 灣 藝 大 ,
10908 .-- 2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19-6-3 (平裝) NT$3000 .--

ISBN 978-986-99019-7-0 ( 精 裝 )
NT$30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李奉的回顧與展望 : 動勢意念-李奉
抽象表現繪畫 = Ideas of movement :
abstraction in Lee Feng's paintings / 劉
永仁, 廖倩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帝
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10909 .-- 13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472-0-6 (平
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947.5
造化斯土兮-之於人 : The man, the
land, the spirit / 廖倩慧總編輯 .-- 臺北
市 :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10909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472-1-3 (平裝) NT$8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湖畔畫會作品專輯. 2020 = Lakeside
Art Association, Hsinchu / 新竹市湖畔
畫會畫冊籌備小組編輯 .-- 初版 .-- 新
竹縣竹北市 : 竹市湖畔畫會,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2808-4-7 (平裝) NT$7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極.淨.空.相 : 歐陽文苑、朱為白雙個
展 = Extremely Purity/Emptiness Nature :
Oyan Wen-Yuen & Chu Wei-Bor dual
solo exhibition / 鍾經新主編 .-- 第一
版 .-- 臺 中 市 : 大 象 藝 術 空 間 館 ,
10910 .-- 84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62-0-3 (平裝) NT$88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極與戟-孫破 = Sohn Paa / 周慧麗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現代畫廊,
10909 .-- 5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738-29-4 (平裝) NT$5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畫冊 947.5
慧黠遊藝 如意揮灑 : 風景系列彩繪
臺灣 : 畫作 DVD 影音光碟首部曲 =
Painting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 江慧
如作 .-- 臺中市 : 呈果美學, 10909 .-112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7619-1-8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600
1.繪畫 2.畫冊 947.5
璞玉發光 : 全國藝術行銷活動得獎
專輯. 109 年 = Luminous art marketing
/ 廖婷音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生活美學館, 109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06-2 (精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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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繪畫 2.畫冊

947.5

蘇振焜作品集 / 蘇昭蓉, 蘇昭瑾作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一中, 10907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19-6 (精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947.5
1 枝鉛筆!輕鬆畫插圖練習本 : 「描圖
→畫圖」學會畫更多插圖 / Nazomi
Kudo 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9559-57-7 ( 平 裝 )
NT$400
1.鉛筆畫 2.插畫 3.繪畫技法 948.2
油性色鉛筆 : 小王子的星球冒險 / 妤
喵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 (才藝新鮮
屋 ; 5) .-- ISBN 978-957-8602-99-1 (平
裝) NT$260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簡單易學迪士尼 TSUM TSUM 鋼珠
筆畫 / achaca, いわにしまゆみ, 渡邊
美里作 ; 林宜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64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57-10-9130-3 (平裝)
1.鋼筆畫 2.繪畫技法 948.3
大膽畫水彩 / 雪莉.特里韋納(Shirley
Trevena)作 ; 高霈芬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9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64 (平裝) NT$55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水彩畫自學聖經 / 飛樂鳥工作室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04-2 (平裝)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馬可威水彩大賽作品集. 第二屆 / 賴
健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華人文創
產業協會, 10909 .-- 1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00-0-8 ( 平 裝 )
NT$6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趙明強水彩畫集 = Zhao Ming Qiang's
watercolor paitings / 趙明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909 .-- 9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55 (平裝) NT$6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難與易曾興平繪畫創作展. 2020 / 曾
興平作 .-- 臺東市 : 曾興平, 10908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4-4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11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5483-1-1 (平裝) NT$600
1.粉彩畫 2.畫冊 948.6

仁者行藝 : 許武勇 100 百歲紀念展 =
A Practitioner of Healing and Art : WuYung Hsu Centennial Exhibition / 潘襎
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美館, 10909 .-28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9-9 (精裝) NT$1550
1.油畫 2.畫冊 3.美術館展覽 948.5

從著色繪本學習 : COPIC 麥克筆基本
技法 : 從一顆蘋果到寶石、甜點和
人物 / HOSIMI 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 10910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9-1 (平裝)
NT$350
1.繪畫技法 948.9

中華圓山畫會三十週年 = Zhong hua
yuan-sun artists society 30th anniversary
/ 賴淑梅, 潘蓬彬文稿 .-- 臺北市 : 中
華圓山畫會, 10910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29979-4-9 (平裝)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歲月靜好 = Tranquil and peaceful life /
廖美蘭作 .-- 臺北市 : 懂得國際藝術
文化, 10909 .-- 238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86-99486-0-9 (平裝)
1.膠彩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8.93

全 國 百 號 油 畫 大 展 . 第 19 屆 =
National Large-sized Oil Paintings
Exhibition 2020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
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09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201 (精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有影無影 : 胡朝景創作論述與作品 =
Between the shadows : Hu Chau-Jin's
creative discourse and works / 胡朝景
作 .-- 初 版 .-- 花 蓮 市 : 胡 朝 景 ,
10908 .-- 18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8-2 (平裝)
1.油畫 2.水彩畫 3.畫論 948.5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文化創意
湖內區特色油畫展. 109 年 : 絢麗繪
色聯展. 2020 / 洪添謀, 蘇伯允作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湖內人文發
展協會, 10908 .-- 5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6428-2-8 ( 平 裝 )
NT$320
1.油畫 2.畫冊 948.5
蘭紫瑛虹 : 藝彩綻蘭瑛 = Orchids and
colors / 謝蘭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蘭瑛國際, 10909 .-- 164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4-0-2 (精裝)
NT$1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國際粉彩畫家暨日本繪畫邀請展作
品 精 選 集 . 2020 年 第 六 屆 =
International Pastel Artists and the
Japanese Multiple Media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 陳玲銖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粉彩畫協會, 10909 .--

印象派 : 一個藝術運動的全景 / 薇若
妮 卡 . 布 呂 葉 . 歐 貝 爾 托 (Véronique
Bouruet Aubertot)作 ; 陳文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3-2 (平
裝) NT$1000
1.印象主義 2.畫論 3.畫家 4.藝術欣
賞 949.53

攝影；電腦藝術
光境影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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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祐安大斅出版 :
祐安精品發行, 10908 .-- 3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83-6-6 (平裝)
NT$1000
1.藝術攝影 2.攝影技術 3.攝影美學
950
極光飛舞的幸福,冰島 : 祕境旅行全
攻略 / 陳曉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148 面; 18X16 公
分 .-- (hello! Design ; 49) .-- ISBN 978957-13-8350-7 (精裝) NT$499
1.攝影技術 2.極光 3.冰島 952
新媒體數位視覺設計與美學探討 :
以國內外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競賽作
品為例 / 陳盈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盈蓉, 10908 .-- 20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949-1 (平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視覺設計
4.美學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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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松創刊號 : VR 這回事 = ARThon
no.1 : VR matters / 方志軒等作 ; 邱誌
勇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藝
術基金會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977-3-1 (平裝) NT$280
1.數位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956.07
小澤和則的動畫特效作畫技法 / 小
澤和則作 ; 楊家昌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3-8 (平裝)
NT$420
1.電腦動畫 2.繪畫技法 956.6
丹溪掠影 / 蔡日興攝影.文字 .-- 初
版 .-- 台北市 : 探勘風股份有限公司,
10909 .-- 18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99-0-3 (平裝) NT$1800
1.攝影集 2.自然景觀 957.2
巨乳專門姿勢集 : 脫衣動作完全圖
解 / 須崎祐次著 ; 基基安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79 (平裝)
1.人像攝影 2.女性 3.攝影集 957.5
舞蹈風情 :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攝影
專輯. 108 學年度 / 范秉臺等攝影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8 .-- 196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81 (精裝) NT$300
1.攝影集 2.舞蹈 957.9
視界,影像的可能 : 國際攝影大賽得
獎作品 / 陳曉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148 面; 18X16 公
分 .-- (hello! Design ; 48) .-- ISBN 978957-13-8349-1 (精裝) NT$499
1.攝影集 958
<< 光 KNG>> 攝 影 集 = Photography
book-KNG / 郭盈秀攝影 .-- 初版 .-- 新
北市 : 郭盈秀, 10908 .-- 1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669-8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伍佰.滑雪場 / 伍佰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0 .-- 2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10-9138-9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附著與穿越 : 福爾摩沙之眼. 1 =
Attachment and crossover : formosa eyes.
1 / 吳文波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892 攝影藝廊, 10909 .-- 27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88244-1-6 (平裝)
NT$1250
1.攝影集 958.33

滄海,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1-8 (平裝)
1.產品設計 964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8-37 (平裝) NT$450
1.剪紙 2.拼貼藝術 972.2

倪賞視界 = N's vision / 倪惠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倪惠兒, 10909 .-- 12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07 (精裝) NT$500
1.攝影集 958.33

關於品牌設計我想和您分享的心得
= About brand design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e experience / 可染品
牌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9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7-2 (平
裝) NT$500
1.品牌 2.商品設計 964

初學者的立體紙花創意應用全書 :
紙張 x 剪刀 x 膠水,材料簡單立即上
手! /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紙藝協會監
修 ; 黃鏡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910 .-- 104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20) .-- ISBN 978-986-302555-9 (平裝) NT$380
1.紙工藝術 972.5

平面設計研究室 : 100 個傳單、海報
精選範例詳解 / BNN 新社編 ; 王美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5-5 (平裝)
1.商業美術 2.平面設計 3.宣傳 4.海
報 964.4

好日日記 / 森下典子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39-9 (平裝)
NT$380
1.茶藝 2.日本 974

*海洋環保 : 2020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國 際 海 報 邀 請 展 =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2020 Taiwan
Poster Desig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poster invitation exhibition / 鄭中義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海報設
計協會, 10908 .-- 17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5101-6-6 ( 平 裝 )
NT$500
1.海報設計 2.作品集 964.4

戲劇

工藝美術
內 在 移 民 : 安 身 的 視 野 = Inner
emigration : the frame of an image is you
/ 弗拉基米爾.可可利亞著 .-- 初版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09 .-- 252 面;
26X19 公分 .-- ISBN 978-986-5459-178 (平裝)
1.視覺藝術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60
給設計的你 : 帶你窺見設計的完整
輪廓 / 裴恩設計事務所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10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8026 (平裝) NT$520
1.設計 2.創意 960
論構圖 / 楊椀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6-5 (平裝) NT$420
1.應用美術 2.設計 961.11
色染古韻 = An ancient fabric dyeing
tricks / 曾啟雄作 .-- 初版 .-- 苗栗縣三
義鄉 : 卓也文旅景觀,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66-2-2 (平
裝) NT$490
1.色彩學 2.染色 3.東方文化 963
好設計,會說話 / 紅糖美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
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21-2 (平裝)
1.設計 964
金點設計獎年鑑. 2019 =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yearbook. 2109 / 張基義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909 .-- 480 面; 29 公分 .-- 中英對照
版 .-- ISBN 978-986-533-063-7 (精裝)
NT$2500
1.產品設計 2.作品集 964
產品語意在產品設計開發運用之案
例分析 / 朱玉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特殊印刷.加工事典 / Flair 著 ; 陳朕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5-7 (平裝)
1.商業美術 2.印刷 3.圖書加工
964.6

技藝
Carolina 玩轉扭蛋紙機關. 美人魚篇 /
卡若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10910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5-3286-9 (平裝) NT$620
1.紙工藝術 972
Carolina 玩轉扭蛋紙機關. 獨角獸篇 /
卡若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 10910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5-3287-6 (平裝) NT$620
1.紙工藝術 972
私房手繪拼貼課 : 享受動物+花草+
人物的剪貼樂趣,好玩 X 療癒 X 創意
的拼貼課程 / 羅傑耀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心文化, 10909 .-- 17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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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導演 : 分析、溝通與風格 / 法蘭
西斯.霍吉, 邁可.馬克連著 ; 洪祖玲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10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8-352-2 (平裝) NT$650
1.導演 2.劇場藝術 981.4
清初蘇州崑劇劇壇研究 / 盧柏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10909 .-- 800
面; 21 公分 .-- (國家戲曲研究叢書 ;
113) .-- ISBN 978-957-36-1574-3 (平裝)
NT$1600
1.崑劇 2.戲劇史 3.文集 982.52107
台灣戲曲唱本資料彙編 / 山下一夫,
楊蓮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7127-84-6 (全套:精裝) NT$30000
1.傳統戲劇 2.戲曲藝術 3.臺灣
983.3
從田野出發 : 歷史視角下的臺灣戲
曲 = Building on fieldwork: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traditional
theatre / 林鶴宜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24-8-6 (平裝) NT$380
1.歌仔戲 2.文集 3.臺灣 983.33
掛帥北征 : 布袋戲音樂劇 = Fight for
love /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圖文 .-- 嘉
義縣民雄鄉 : 三昧堂出版 : 三昧堂創
意木偶團隊發行, 10909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155-5-9 (平裝)
1.布袋戲 2.音樂劇 983.371

兒童戲劇教學實務 / 黃俊芳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8 .-- 452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PH0235)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5-9 (平
裝) NT$550
1.兒童戲劇 2.劇場藝術 985

曾國棟, 張鈞傑撰文 .-- 初版 .-- 高雄
市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08 .-21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014-4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992.3833

迷宮 100 : 動物王國 / 啟得文化編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910 .-108 面; 27 公分 .-- (益智教室 ; 20) .-ISBN 978-986-98636-3-6 ( 平 裝 )
NT$249
1.益智遊戲 997

偶是大未來 :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20 週 年 紀 念 專 刊 = Puppet x
Possibilities : Puppet & Its Double
Theater 20th anniversary / 鄭嘉音總編
輯 .-- 初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無獨有
偶工作室劇團, 10908 .-- 14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5-0-8 (平裝)
NT$380
1.偶戲 2.表演藝術 3.文集 986.07

領隊人員 / 張萍如編著 .-- 十五版 .-臺北市 : 考用, 10909 .-- 9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11-8 (平裝)
NT$860
1.領隊 2.旅遊 992.5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 Ahn Chi Hyeon
文 ; TeamKids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冊 .-(Science layton ; 1-) .-- ISBN 978-957658-406-0 (第 1 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658-407-7 (第 2 冊:平裝)
NT$300
1.益智遊戲 2.漫畫 997

影享新視界 : 微影傳說 導演創作之
路 / 陳俊宏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2-7 ( 平 裝 )
NT$480
1.電影導演 2.電影製作 987.31
電影作品<<盜命師>>創作報告 = A
creative report on the film work "Pigeon
Tango" / 李啓源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李啓源, 10909 .-- 13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668-1 (平裝)
1.電影片 2.電影製作 987.83
俗女養成記 : 第一季影視劇本書 / 嚴
藝文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0910 .-- 350 面; 22 公分 .-- (smile ;
169) .-- ISBN 978-986-5549-10-7 (平裝)
NT$420
1.電視劇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管理學 : 整合觀光休閒餐旅思維與
服務應用 /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64 (平裝)
1.休閒產業 2.休閒管理 990
咖啡學人 : 傑克的 3650 堂咖啡哲學
課 / 羅皓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日學文化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書房
Study ; 9) .-- ISBN 978-986-99494-0-8
(平裝) NT$480
1.咖啡館 2.經營管理 991.7
封存/再現 : 澎湖南方四島 = South
Penghu Marine National Park / 張靜宜,

領隊人員別冊 / 張萍如編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9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5-12-5 (平
裝) NT$260
1.領隊 2.世界史 3.世界地理 992.5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21 : 重點整理、
試題解析、考照攻略 / 蔡進祥等著 .- 十 三 版 .-- 新 北 市 : 前 程 文 化 ,
10909 .-- 7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5-0-3 (平裝)
1.領隊 2.導遊 992.5
領隊導遊實務 = Th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 楊明青等合
編 .-- 七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10 .-- 6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2-6 (平裝)
1.導遊 2.領隊 992.5
導遊人員 / 張萍如編著 .-- 十五版 .-臺北市 : 考用, 10909 .-- 8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09-5 (平裝)
NT$860
1.導遊 2.臺灣史 3.臺灣地理 992.5
導遊人員別冊 / 張萍如編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5-10-1 (平
裝) NT$260
1.導遊 2.臺灣史 3.臺灣地理 992.5
我的第一本健行日記,用心寫下自己
與山林的對話 / 黃政豪作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137-2 (平裝)
1.登山 2.健行 3.臺灣 992.77
面山面海教育與安全機制論壇. 2020
/ 乜寇.索克魯曼等作 .-- 臺北市 : 博
崴媽媽, 10908 .-- 4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7940-8 ( 平 裝 )
NT$1000
1.登山 2.安全教育 3.災難救助 4.文
集 992.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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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精選題庫 : 初段到三段之布局、
定式與死活 / 聶衛平, 黃希文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遊藝館 ; 19) .-- ISBN
978-986-96854-3-6 (平裝) NT$380
1.圍棋 997.11
快樂學西洋棋 / 李若凡, 高懿屏作 .-初版 .-- 高雄市 : 大師棋創, 10908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972-0 (第 3 冊:平裝) NT$350
1.西洋棋 997.16
101 道心算遊戲玩出專注腦 : 挑戰你
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心算益智遊
戲,考驗數理力、專注力和邏輯思考
力! /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
黃筱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71-244-2 (平裝)
1.數學遊戲 2.通俗作品 997.6
101 道乘法遊戲玩出算數腦 : 挑戰你
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乘法益智遊
戲,考驗數理力、專注力和邏輯思考
力! /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
黃筱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71-245-9 (平裝)
1.數學遊戲 2.通俗作品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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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463-3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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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9-1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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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28-4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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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31-4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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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30-7 (第 26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遊戲劇本的寫法 / 佐佐木智廣作 ; 陳
梵帆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5-7 (平裝)
1.電腦遊戲 2.線上遊戲 997.82
甜點蠟燭 / Joyce Wang 著 .-- 初版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6-16-9 (平裝) NT$490
1.蠟燭 2.勞作 999
鋼彈兵器大觀機動戰士鋼彈. NT 篇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蔡婷朱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0911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2-7 (平裝) NT$45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福匙 / 蔡武德, 郭靜宜編著 .-- 高雄市 :
蔡武德, 10908 .-- 85 面; 22 公分 .-ISBN 978-957-43-7977-4 ( 平 裝 )
NT$200
1.湯匙 2.蒐藏品 999.2
專為孩子設計的可愛黏土大百科 :
2700 萬家長熱推!從基礎到進階,收錄
12 主題 157 款作品,提升孩子創意力
X 專注力 / 金旼貞(春茶館)作 ; 辰星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10 .-- 3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0-0 (平裝) NT$52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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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4-4 (平裝) NT$100

សសៀវសៅណែនាំសុខភាពកុមារ/ក្រសួ ង
សុខាភិបាលនិងសុខុមាលភាព
ទីភាារ់ងារសុខាភិបាលជាតិ .-- 4th
ed.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9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8-3 (平
裝) NT$12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指南/國防部海軍
司令部「中華民國海軍軍官指南」
編纂委員會著作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海軍司令部, 10908 .-- 4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6-45-1 (精裝
附光碟片)

Back in time: in search of the miaoli oil
workers guidebook/written by Chen YenShan, Liao Ying-Hua .-- first ed. .-- 苗栗
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0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3-7 (平
裝) NT$200

未來?未來!: 桃園國際插畫大獎成果
專 輯 . 2020= Taoyuan Internatio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陳仕剛, 鄭如
芳, 毛瑞馨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
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109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4-9 (精
裝附光碟片) NT$250

Buku
panduan
kesehatan
anak/Administrasi Promosi Kesehatan,
Kementerian
Kesehatan
dan
Kesejahteraan .-- 4th ed. .-- 臺北市 : 健
康署, 10909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5-2 (平裝) NT$12
Children health handbook/author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4th ed.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9 .-- 8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39-56-9 (平裝) NT$12
Sổ tay sức khỏe dành cho trẻ em/Bộ Y
tế và Phúc lợi Dịch vụ Y tế Quốc
gia .-- 4th ed. .-- 臺北市 : 健康 署,
10909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7-6 (平裝) NT$12
Taiwan at a glance. 2020-2021/editor Jeff
Lee et al.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09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5-1 (平裝) NT$70
We ran for the rest of rainforests/editorsin-chief Wu, An Lun (Allison), Hsu, Shih
Chin (Amber) .-- first ed. .-- 臺北市 : 北
市景美女中, 10908 .-- 33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14-7 (平裝)
Where ambition meet innovation: NCKU
88 years of excellence/ .-- 臺南市 : 成
大, 10909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48-5-7 (平裝)
文化法規彙編/文化部法規會編輯 .-三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 10907 .-1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105-5 (平裝)
中華民國生技醫藥產業簡介. 2021/經
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工 業 局 ,
88

世紀臺中 百年舵手/ .-- 臺中市 : 中市
秘書處, 10910 .-- 2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8-22-5 (平裝)
外國學者人名譯名/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19-8 (PDF)
身心障礙者信託實務操作手冊/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編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社家署, 10908 .-- 1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07 (平裝)
亞洲生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成果專刊.
2020=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avilion/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農委會,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49-31-5 (PDF)
金鼎獎頒獎典禮得獎者簡介專刊. 第
44 屆/文化部,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文
化部, 10909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123-9 (平裝) NT$250
表演藝術年鑑. 2019= 2019 Performing
arts yearbook/黎家齊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8-5 (PDF)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0 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FE3060 班機,ATR72-600 型機,國
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8082,於臺中
清泉崗機場落地時短暫偏出跑道/國
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47-0 (PDF)

美術館周邊及景觀規劃與基本設計
作業成果專輯/鄭采和建築師事務所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新建工程處,
10910 .-- 76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2-5 (平裝)
時を遡り 油井職人探し: 過酷な油
井掘削 その伝説を振り返る/陳彥珊,
廖櫻華取材執筆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0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4-4 (平裝)
NT$200
家具與家電防震對策參考手冊/郭耕
杖總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0909 .-- 2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50-15-1 ( 平 裝 )
NT$10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
育議題教師手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編纂; 周麗端,
唐 先 梅 主 編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60-167 (全套:平裝)
逆時光 尋油人: 上山下海打油鑽井
傳奇故事再現/陳彥珊, 廖櫻華採訪
撰文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
光局, 10910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2-0 (平裝) NT$20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年報. 2019/李京
燕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
史博館,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7-8 (PDF)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校務
發展特色躍升計畫成果暨 2020 島嶼
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輯/陳
奕欣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 : 澎湖科
大, 10908 .-- 3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62-1-4 (平裝) NT$700
教育部績優環境教育人員獲獎實錄.
108 年/盧裕倉, 詹佳樺執行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9 .-- 4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0-358 (平裝) .-- ISBN 978-986-5460-36-5
(精裝)
設計轉生: 國際設計研究論壇暨研討
會論文集= Design revolution: the 7th
IDSFC/蔡登傳總編輯 .-- 雲林縣 : 雲
林科大設計所, 10908 .-- 3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026-2-5 (平裝)
NT$3500
渠成. 系列四,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
區促參案招商紀要專刊/鄭珮綺, 劉

瑞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臺鐵局, 10908 .-- 6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181-0 (平裝)
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第 80
期/最高法院編輯 .-- 臺北市 : 最高法
院,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45448-7 (全套:光碟片)
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年/陳耀宏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大學體育系, 109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48-4-2 (平
裝) NT$250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SUPER)數學. 4A, 教學講義/黃森山
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19-067-5 (平裝)
NT$325
123 日的淬鍊: 高中地球科學學測複
習講義/邱惠玲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7952-84-4 (平裝)
NT$290
80/20 法則: 刑法分/爭 1 次解決. 總則
篇/柳震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09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4-2 (平裝) NT$650
APTF 頭皮管理工具書/陳幼珍等編
著; 張瑞欽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8-9 (平裝)
English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Li-Ming Wu, Yuan-Yi
Huang, Wen-Chieh Huang[ 作 ] .-- 1st
ed. .-- 臺北市 : 文鶴, 10909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2-4 (平
裝) NT$550
English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Lung
Tsai, An-Jean Chiang, Chia-Jung
Li[作] .-- 1st ed. .-- 臺北市 : 文鶴,
10909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3-1 (平裝) NT$550
EZ100 高中物理講義(高一全): 108 課
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湯烈
漢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08 .-- 5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77-7 (平裝)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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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s life: happy new year. level
four reader/Imran Durrani 主編 .-- 第一
版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0908 .-- 5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97-63 (平裝附光碟片)
Language is life: the boy build a bivouac.
level eight reader/Imran Durrani 主編 .-第一版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0907 .- 5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97-5-6 (平裝附光碟片)
Live science. book 4/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0909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5-5 (平裝)
Practice TOEIC L & R test DTP/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08 .-冊 .-- ISBN 978-957-8620-65-0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8620-66-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67-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68-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69-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70-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71-1 (第 7 冊:平裝) .-ISBN 978-957-8620-72-8 (第 8 冊:平裝)
Scratch+跨領域學習/紀文昌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科丁聯盟協會,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94-3-0 (平裝) NT$250
Super-duper stories: cool spor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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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83-0-3 (平裝)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a colorful world(grades 1&2)/story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ranslated
by Zi-ya Hao, Sam Chuang, Sunny
Huang .-- 1st ed.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
教基金會, 10908 .-- 1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9-6 (平裝)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half for you,half for me (kindergarten
2)/story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ranslated by Jing-Xin Wang, Judy .-- 1st
ed.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10908 .-- 1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8-9 (平裝)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happiness,where are you? (grades
3&4)/story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ranslated by Stacey Wang .-- 1st

ed.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10908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0-2 (平裝)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I am a little helper (kindergarten 1)/story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ranslated
by
Buddha
Museum
Internation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10908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7-2 (平
裝)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simple is good (grades 5&6)/story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ranslated
by Mun-kit Choy et al. .-- 1st ed. .-- 高
雄市 :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10908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1-9 (平裝)

century female composers/蘇毓婷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907 .-7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96843-5 (平裝) NT$200
上榜模板刑事訴訟法/周易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5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03 (平裝) NT$560
大學普通物理測驗: 電磁學 101/王致
悅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王致悅,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9-8 (PDF)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不定詞= SAT
grammar review: infinitive/ 張 維 總 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58-6 (平裝) NT$120

Wonder kids .3, tales/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9383-34 (全套:平裝)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地理考
科. 110/羅士豪, 林建, 林翔編著 .-- 新
北市 : 鶴立,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48-7 ( 平 裝 )
NT$200

Wonder kids. 3/李思娉總編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吉 的 堡 網 路 科 技 ,
10910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1-0 (平裝)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國文考
科. 110/金凰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47-0 (平裝) NT$210

Wonder kids. 3, phonics fun/李思娉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
科技, 10910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2-7 (平裝)

公文: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2021/王翔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5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6-2 (平裝) NT$500

Word 2016 實例演練含丙級電腦軟體
應用術科學評系統與學科題庫/JYiC
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4-4 (平裝)

*文化人類學/黃雋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4-9 (平裝) NT$550

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秘笈/化學技能
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5-1 (平裝)

文化行政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陳嘉文, 潘雲, 蔡
力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095-4 (平裝)

大学普通物理测验: 电磁学 101(简体
中文版)/王致悦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王致悅,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0-4 (PDF)

中 文 真 棒 Textbook. 3= Amazing
Chinese/叶绍苹等编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0908 .-- 1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46-03-8 (平裝)

*土地登記: 精闢. 110 版/蕭華強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4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2-4 (平裝) NT$550

公民與社會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
社會探究(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
領域)/蔡銘晃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08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6-0 (平裝)

三首二十世紀女性作曲家法國號作
品 詮 釋 = Extended program notes for
three works for horn and piano by 20th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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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0908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837-3-3 (平裝) NT$350
公共政策/高凱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0909 .-- 3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69-545-6 (平裝)
NT$420
公 共政策申 論題完全 制霸 / 高凱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44-9 (平裝) NT$450
公共政策獨門暗器/程明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1-6 (平裝) NT$550
水利會招考: 公文與法學緒論/林美
美, 胡劭安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4-1 (平裝)
水利會招考: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
規/胡劭安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5-8 (平裝)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英文奪分王/邱
志賓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6-5 (平裝) NT$250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一、
二(工程力學、工程材料、測量實習、
製圖實習)統測試題與解析/胡錦鳳等
編著; 張忠成總編輯 .-- 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074-6 (平裝)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專業一、二(農業
概論、基礎生物)統測試題與解析/陳
新安, 呂春森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5-3 (平裝)
互動式.行政法. 110 版/呂晟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10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54 (平裝) NT$680
公務員法精義/常亮編著 .-- 2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6-8 (平
裝) NT$600
心 理 學 ( 包 括 諮 商 與 輔 導 )/ 喬 伊 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1-5 (平裝) NT$630

中華民國憲法: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題型. 2021/蕭培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5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9-4 ( 平 裝 )
NT$500
化學分章題型解析/張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冊 .-- ISBN 978-986-269-540-1 (上冊:
平裝) NT$520 .-- ISBN 978-986-269541-8 (下冊:平裝) NT$48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民與英文).
2020(106-109 年 初 考 試 題 )( 測 驗 題
型)/Jacob Wu 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30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07-1 (平裝)
NT$4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刑法(含刑法
概要)). 2020(106-108 年試題)/筱喻, 蕭
峰, 賽利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6-4 ( 平 裝 )
NT$300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國 文 ).
2020(106-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李
華, 紫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909 .-- 368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45-897-5 ( 平 裝 )
NT$4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 2020(106-108 年試題)(申
論題型)/Szarnya 等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4-0 (平裝)
NT$28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 2020(106-108 年試題)(測
驗題型)/Szarnya 等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5-7 (平裝)
NT$320
史上最強!情境式句型翻譯: 翻轉人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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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36-1-2 (平裝) NT$350
正好的民法解題書. 進階篇/林政豪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9-0 (平裝) NT$450
民法(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
題型. 2021/劉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0908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2-4 (平裝) NT$500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11-8 (平裝)

司法五等知識圖解: 訴訟法大意(民
事 訴 訟 法 大 意 + 刑 事 訴 訟 法 大 意 ).
110 版/顏台大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0-0 ( 平 裝 )
NT$63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含技能檢定共同學科(使用 Windows
10+Ubuntu 18)附術科線上多媒體教
學/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 十六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12-5 (平裝)

幼兒教保課程與教學(含幼兒活動設
計). 110 版/王立杰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8 .-- 59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73-9 (平裝)
NT$580
民事訴訟法/喬律師編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9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6-9 (下冊:平裝) NT$450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慕劍平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4-8 (平裝) NT$450
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4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5-6 (平裝) NT$650
司特之書 國文-作文/卓村編著 .-- 第
七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4-5 (平裝) NT$550
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速成攻略: 麵包
項、西點蛋糕項、餅乾項/全華餐旅
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9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80-1 (平裝)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先
優工作室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2-1 (平裝)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含資訊類與
技能檢定共同項(職業安全衛生、工
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
能減碳)題庫工作項目解析/佳彥資訊
編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3-7 (平裝)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含資訊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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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工作項目解析/北科大檢
定研究室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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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
科題庫解析/李長智, 蔡易達編著 .-十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908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4-2922 (平裝) NT$280
可程式控制實習/謝進發, 黃宏生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3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4-0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輸配電
學(含概要)/李以安編 .-- 七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406-8-9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招考: 汽車學概論
/南懷仁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1-7 (平裝)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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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92-0 (平裝) NT$450
*犯罪學綜覽. 110 版/何漢,黃如璿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3-0 (平裝) NT$630
用數學學程式/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教育團隊, 呂其暐, 許育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10909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25-5-7 (平裝) NT$450
全方位英文綜合測驗(克漏字)/張勝
溢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9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89-3 (平裝) NT$260
刑事訴訟法/伊谷, 李星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80 (上冊:平裝) NT$650
地政士: 土地登記(概要)/薛文編著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7-5 (平裝) NT$580

10908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7-3 (平裝) NT$620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03-9
(MOBI (Amazon Kindle))

行政法(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
驗題型. 2021/林憲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8 .-- 6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631-7 ( 平 裝 )
NT$500

老師開講: 行政法. 上/呂晟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10 (平裝) NT$680

初級英檢萬試達: 初試試題+解析全
6 回/謝柏均, Ted Pigott, Leila Edmunds
作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敦 煌 ,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0-9 (平裝)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9-0 (平裝) NT$680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司法特考用
/林清編著 .--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8 .-- 76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490-6 (平裝)
NT$680
行政法概要: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
林清編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9 .-- 102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00-2 (平裝)
NT$650
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110 版/程怡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3-8 (平裝) NT$700
行政學(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
驗題型. 2021/賴曉節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7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3-1 ( 平 裝 )
NT$500
行政學葵花寶典/程明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0-9 (平裝) NT$620
行政學關鍵焦點命題解方與知識圖
解/黎安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8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8-6 ( 平 裝 )
NT$660

老師開講: 強制執行法/黎民編著 .-十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8-1 (平裝) NT$500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名揚編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59 (平裝) NT$580
老師解題: 立法程序與技術/林沛編
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2-7 (平裝) NT$550
色彩原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
群)/耿立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0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088-3 (平裝)
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企業概
論、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0-4 (平裝)
作文: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2021/王翔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7-9 (平裝) NT$500
汽車實習. V, 綜合篇/鄭少康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5-2 (平裝)
冷凍空調實習. 基礎篇/蕭明哲, 沈志
秋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77-1 (平裝)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宋定翔, 王俊
翔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8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9-7 (上冊:平裝) NT$750

技術高中數學好幫手入門素養卷. C/
陳文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0909 .-- 48 面; 38 公分 .-ISBN 978-986-523-100-2 (第 1 冊:平裝)

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袁翟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04 (平裝) NT$450

抉對選擇 行政法/林葉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6-6 (平裝)
NT$680

老師開講: 犯罪學(概要)/霍華德編
著 .-- 十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直拳 KO 醫學翻轉教室: 線上教案設
計 Teaching on air/ 武孟餘(Meng-Yu
Wu)作 .-- 新北市 : 武孟餘, 10908 .-92

物理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許志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1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6-1 (平裝) NT$175
初階外匯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 第 16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8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5-6 (平
裝) NT$480
初等考試: 公民題庫(精選題庫完全
攻略)/廖震編 .-- 十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9-6 (平裝)
社會研究法/張庭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9-3 (平
裝) NT$650
社會學 Q 點申論/畢成編著 .-- 第十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8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7-7 (平裝) NT$600
社會學白話讀本/韋樂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0-8 (平裝) NT$630
法學緒論: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
題型. 2021/麥特, 凌雲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11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0-0 ( 平 裝 )
NT$500
法學緒論: 奪分關鍵.快速記憶/程譯
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3-5 (平裝) NT$560
英文. 第四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陳純音編著 .-- 臺南市 : 翰
林, 10910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5-3 (平裝)
英文: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題型.
2021/羅然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7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8-7 (平裝) NT$500

英文 B 版.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劉宜君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0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4-6 (平裝)
英文閱讀致勝攻略/空中英語教室教
師群, 陳思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英語, 10909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285-2-8 ( 平 裝 )
NT$35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最新重點
+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柳威廷, 詹偉
成編著 .-- 第 4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3-2 (平裝) NT$400
指尖下的對決: 電競賽事規劃與執行
/CTESA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8-2 (平裝)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化工熱力學與反
應工程學). 2021(105-109 年試題)/林
隆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0-2 (平裝) NT$450
指定科目考試地理考科歷屆試題總
覽. 110/徐明軒, 林全編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60-9-2 ( 平 裝 )
NT$16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國文考
科. 110/彭元岐等編著 .-- 新北市 : 鴻
漸文化, 10910 .-- 21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960-8-5 ( 平 裝 )
NT$190
*政治學讀本: 20 組經典主題/劉沛編
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6-1 (平裝) NT$620
信託業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 2 合 1/劉
憶娥編著 .-- 第 16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8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624-9 ( 平 裝 )
NT$450
思創數學. 一上/思創數位文教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思創數位
文教, 10908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55-0-9 (平裝)
思創數學. 二上/思創數位文教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思創數位

文教, 10908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55-1-6 (平裝)

- ISBN 978-986-448-078-4 ( 平 裝 )
NT$150

若葉: 日本語初級教材 JLPT N5 適用
= Sakura wakaba さくらわかば/江山
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
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7-5 (EPUB) NT$380

高中選修生物. I/殷琴, 亦潔作 .-- 臺
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9 .-- 1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5-1 (平
裝)

計算機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甄浩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8 .-- 39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20-092-3 (平裝)
音樂 DoReMi 教師指引手冊/林玉菁,
王禪靜課程設計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10 .-- 9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53-03-6 ( 平 裝 )
NT$250
洗錢防制法大意及金融科技知識/棋
許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9-8 (平裝) NT$350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文法與作文範
文訓練手冊: SLI 專用=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總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0-9 (第 1 冊:平裝) NT$150
高二文法俱樂部: 不定詞= Grammar
club: infinitive/張維總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59-3 (平裝)
NT$150
高中必修地理. 3/謝承勳等作; 鍾秀
華總編輯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9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3-7 (平裝)
高中必修歷史. 3/林辰, 周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09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4-4 (平裝)
高中英文複習週記: 學科能力測驗/
孫至娟等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晟
景數位文化, 10911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7952-83-7 (平裝)
NT$300
高中異數學素養評量試卷及解析. 第
一冊(108 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
各版本)/賴昱賢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
文教科技, 10908 .-- 100 面; 42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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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
解/洪玉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9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02-9 (平裝)
原來如此!保險法體系爭點/張一合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43-2 (平裝) NT$480
格鬥!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資源
管理/良文育成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7-6 (平
裝) NT$450
特殊教育/徐強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5-5 (平
裝) NT$630
海商法爭點地圖/許霍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9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3-8 (平裝) NT$450
租稅申報實務/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 20 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08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09 (平裝) NT$600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10 版/蕭靖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9-4 (平裝) NT$660
高普考政府會計. 110 版/張旭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63 (平裝) NT$600
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測驗+申論)
題庫 Q & A. 110 版/徐喬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7-0 (平
裝) NT$620
高普特考: 法學緒論/胡劭安編 .-- 十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72 (平裝)
高普特考: 運輸經濟學(含概要)/許博
士 編 .-- 五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0909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0-0 (平裝)

10909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7-5 (平裝)

高 普 特 考 公 共 管 理 ( 含 概 要 )/ 太 閣
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60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375-9-7 (平裝)

國文台電最新: 考古題試題詳解/吳
碩人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5-0 (平裝) NT$500

高普特考中華民國憲法/廖震編 .-- 十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75-80 (平裝)

國考三.四等: 5000 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 編 .-- 九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10 .-- 8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0-3 (平裝) NT$400

高普特考行政學(含概要)/太閣編 .-十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65 (平裝) NT$600

*教育行政/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 第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7-8 (平裝) NT$620

高普特考政府採購法(含概要)/胡劭
安 編 .-- 七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0908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0-3 (平裝)

*教育行政學/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8-5 (平裝) NT$620

高普特考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李杰編 .-- 十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3-4 (平裝)

教育哲學(高普專用)/羅正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2-0 (平裝) NT$580

國文-作文/卓村編著 .-- 第七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1-4 (平
裝) NT$550

教育哲學(教甄檢專用)/羅正編著 .-三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3-7 (平裝) NT$580

國文-作文(警察特考)/卓村編著 .-- 第
七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5-2 (平裝) NT$550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羅正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9-2 (平裝) NT$550

國文-作文(鐵路特考)/卓村編著 .-- 第
三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6-9 (平裝) NT$550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歐文編著 .-- 第十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8-4 (平裝) NT$650

國文.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
領域)/鍾宗憲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9-068-2 (平裝)
NT$328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A/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
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譯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3-1-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國文. 第四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王靖芬等編輯委員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09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3-9 (平
裝)
國文: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題型.
2021/蔡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6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7-0 (平裝) NT$500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B/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
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譯 .- 修訂一版 .-- 臺南市 : 台灣高飛音樂,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3-2-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國中二年級. 1, 自然/盧澔, 陳鎮州, 林
冠宏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票券商業務人員資格測驗經典講義
與試題/高朝樑編著 .-- 初版 .-- 臺中
94

市 : 東展文化, 10908 .-- 39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235-82-2 (平裝)
NT$400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凱風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208-3 ( 平 裝 )
NT$450
這是一本商事法解題書/果殼, 果核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05-2 (平裝) NT$450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何春乾編著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74 (平裝) NT$500
設計概論/馮冠超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9-9 (平
裝)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 第 16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26-3 (平
裝) NT$450
理財規劃人員證照一本通/波斯納證
照考中心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波
斯納, 10908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29-7-7 (平裝) NT$600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 最新常用字
形字音彙編. 110 版/羅林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2-6 (平
裝) NT$450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國中專業國
文. 110 版/羅林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4-0 ( 平 裝 )
NT$480
教師甄試台灣文學史新編. 110 版/羅
林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3-3 (平裝) NT$500
液氣壓基礎實習/許宗銘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1-9 (平裝)
捷 運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英 文 ).
2021(103-109 年 試 題 )/Jacob Wu 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3-3 (平裝) NT$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482 (平裝) NT$450

10908 .-- 31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9-1 (平裝)

捷運考試試題大補帖(國文(含邏輯
分析)). 2021(103-109 年試題)/李華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2-6 (平裝) NT$320

這題會考: 戶籍法規大意/林毅著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10 (平裝) NT$450

最新實務見解彙編/蔡佩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395 (平裝) NT$450

基礎閱測與克漏字/張文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08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08-8-7 (平
裝) NT$450

絕對上榜!導遊、領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91-6 (平裝)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學術科
完全攻略/吳孟凌等編著 .-- 三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9-6 (平
裝) NT$480

電子學.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
機與電子群)/徐慶堂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1-3 (平
裝)

筆的世界: 教師指引手冊/鄭明昀, 葉
嘉雯課程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3-01-2 (平裝) NT$250

電工機械.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電機與電子群)/郭塗註, 黃錦華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9-1 (平裝)

捷運國文試題全解/吳碩人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467 (平裝) NT$500
貨幣銀行學/何薇編著 .-- 第十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3-1 (平裝) NT$630
清潔隊員招考新北市清潔隊題庫(環
保常識、廉政及職業安全衛生)/鼎文
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1-0 (平裝)
清潔隊員招考新北市儲備環保車輛
駕駛題庫(交通規則及機械常識)/鼎
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06-2-7 (平裝)
淬鍊 123 歷史學測複習講義/葉寶玉
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
化, 10911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82-0 (平裝) NT$295
基礎工程力學.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土木與建築群)/詹雅晶, 康通能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15-6 (平裝)
基礎眼睛照護與臨床視光學(4 版)=
Clinical procedures in primary eye
care/David B. Elliott[著]; 廖嘉琛譯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67-6-0 (PDF)
這題會考!公民/李東山, 易虹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12 (平裝) NT$600
這題會考!國文/洪晏, 悅讀經典工作
室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52-9 (平裝) NT$490
這題會考: 公務員法大意/沐尼著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400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程明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9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1-9 (平裝) NT$750
就是這本社會學體系+解題書/莎莉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10-6 (平裝) NT$450
就是這本智慧財產法體系+解題書/
張律師, 韋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9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204-5 (平裝)
NT$450

*電子學概要. 110 版/鄭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7-9 (平
裝) NT$630
電子學實習. 下(乙版)/彭世興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13-2 (平裝)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文法整理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8-2 (EPUB) NT$380

普通生物學. 3, 演化與生命多樣性=
Biology/黃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元進
階智庫, 10908 .-- 507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110-8-1 ( 平 裝 )
NT$60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字語彙問題
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94-9-9
(EPUB)
NT$38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 第
二冊/呂昱達等作; 李建良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0-3 (平
裝)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法問題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3-7 (EPUB) NT$380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 III, 波動、
光及聲音/林秀豪等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66-8 (平
裝) NT$315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林家德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95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法整理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5-1 (EPUB) NT$38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文字語彙問題
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94-1-3
(EPUB)
NT$38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字語彙問題
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94-6-8
(EPUB)
NT$38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法及讀解問
題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
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94-4-4
(EPUB)
NT$38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法問題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0-6 (EPUB) NT$380

會計學/郝強, 蔡家龍編著 .-- 第二十
三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1-7 (平裝) NT$650

標竿國中英文翻譯句型/賴素如策劃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8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4-7 (平裝) NT$300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0 版/蕭靖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4-4 (平裝) NT$660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機械群)/施忠良, 徐世威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33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80-7 (平裝)

會計學(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
驗題型. 2021/吳佩樺, 丁彥鈞, 詹偉成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4-8 (平裝) NT$500

課程教學(含評量與班級經營): 15 秒
快速解題/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2-2NT$650

新日本語試驗 N3 文法及讀解問題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江山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94-2-0 (EPUB) NT$380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木土與建築群)/翁麗敏,
陳麗娥, 蔡佳勳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2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5-7 (平裝)

新公共政策申論實戰出擊. 110 版/郭
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8-3 (平裝) NT$620

運輸學大意/林敏玄編著 .-- 1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7-6 (平
裝) NT$500

蝴蝶飛呀飛: 教師指引手冊/黃郁茹,
游見惠課程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
化, 109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3-02-9 (平裝) NT$250

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 個體勞
動. 109 學年度/陳瑞嘉等編輯 .-- 第 9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勞工局, 109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63-7 (平裝)

經濟學(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
驗題型. 2021/葉倫, 金月聖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8 .-- 10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5-5 (平裝)
NT$500

數學. A/施賢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6-0 (第 4
冊:平裝)

微生物與免疫學/汪佳美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8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425 (平裝) NT$380

實物測繪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機械群)/張木生等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91-0-1 (平裝)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聽力測驗
(試題本)= Access to GEPT: listening
test(elementary)/張麗玉, 顧叔剛著 .-二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09 .-136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9-9-8 (平裝附光碟片) NT$290

圖解文法分類單字 2200 字: 練習及
試卷/林漢忠等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0908 .-- 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14-261-0 (平裝)
NT$99

經典行政法/陞鑌編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8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2-3 (平
裝) NT$660

製圖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土木與建築群)= Drawing practice/張
文澤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08 .-- 2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7-5 (平裝)

解析閱讀/張文忠著 .-- 二版 .-- 臺中
市 : 及第, 10908 .-- 55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708-9-4 ( 平 裝 )
NT$650

監獄學高分示解. 110 版/王皓強, 王
薔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6-0 (平裝) NT$600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10 版/蕭靖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48-7 (平裝) NT$660

蔬果切雕基礎技法/周振文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9-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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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劉邵編著 .-- 第二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91 (平裝) NT$520

數學. A. 四(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
學領域)/李秀芳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翔宇, 10909 .-- 15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935-5-8 (平裝)
數學. B/施賢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77-7 (第 4
冊:平裝)
數學. B, 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歐
昌豪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9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03-6 (平裝)
數學. C, 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歐
昌豪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9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04-3 (平裝)
數學. C.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林和田, 許世育, 張泉欽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9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248 (平裝)
廣興國小畢業班 Scratch 作品集. 108/
張宸瑄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科丁
聯盟協會, 10909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94-4-7 ( 平 裝 )
NT$250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5-1 (平裝) NT$600

機件原理/李榮華, 李岱佳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0908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076-85 (平裝)

機械原理概要(大意). 110 版/陳廣明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4-6 (平裝) NT$600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自然
考科/張鎮麟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91-6 (平裝) NT$200

餐飲安全與衛生/蕭祺娟, 劉淑蕙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32-1 (平裝)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數學
考科/朱正康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
化, 10909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90-9 (平裝) NT$200

鋼筋混凝土<<試題精選>>/徐毓宏,
許弘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
書, 10908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66-3-6 (平裝) NT$660

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課本(普通型高級中學)/劉如熹等編
撰; 葉名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8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4-2 (平裝)

機電整合實習/曾偉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35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968 (平裝)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普
通型高級中學)/李弘文等編著; 張煥
宗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8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69-9 (平裝) NT$303
選修生物. I, A+課堂講義(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 /張智豪等作 .-- 初版 .-新北市 : 泰宇, 10908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92-72-8 (平裝)
NT$250
選修物理. II, 力學二與熱學, 課本(普
通型高級中學)/王俊乃等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5-9 (平
裝)
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傅祖
怡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08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3-5 (平裝)
機械力學/林盈琮, 賴威良, 陳春明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64-0 (下冊:平裝)
機械力學.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機械群)/黃達明, 柯雲龍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06-4 (平裝)
機械原理概要(大意)(鐵路). 110 版/陳
廣明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縱橫政治學. 110 版/黃靖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56-2 (平
裝) NT$630
職能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鄭承鴻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1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97-8 (平裝) NT$225
醫護數學/張淑婉等合著 .-- 初版 .-臺中市 : 廣懋, 10908 .-- 9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9-3-8 (平裝)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1(103-109 年試題)/陳
理, 程揚,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10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899-9 (平裝)
NT$20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含計算機概要)). 2021(103-109 年試
題)/張逸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98-2 ( 平 裝 )
NT$20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概要).
2021(100-109 年試題)/王達昌, 周詳,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9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01-9 (平裝) NT$200
警特: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韋伯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9-9 (平裝) NT$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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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專化學. 110 版/張凱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75-3 (平
裝) NT$470
警專國文/朱武編著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0-7 (平
裝) NT$550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
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10 版/程
怡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82-1 (平裝) NT$650
*警察考試: 犯罪學綜覽. 110 版/何漢,
黃如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8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464-7 (平裝) NT$630
警察法規正解題庫書/程譯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11 (平裝) NT$500
警察法規概要題庫 Q&A/程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8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52-8 (平裝) NT$5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
2021(103-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鄧
茗,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45-895-1 ( 平 裝 )
NT$4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工機械大
意). 2021(103-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
陳澤, 孫廷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8 .--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94-4 ( 平 裝 )
NT$3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原理大
意). 2021(103-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
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45-893-7 (平裝)
NT$200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韋伯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9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498-2 (平裝) NT$560

兒童讀物

100 Kisses before bedtime/Mack van
Gageldonk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
福文化, 10908 .-- 6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6-9 (精裝)
圆圆和丁丁/Li-Ping Teng & Julie Li 作;
wi 绘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2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1-8 (精裝)
ABC 有聲互動學習書/風車編輯群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3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1-3 (精裝)
ABC 歌唱繪本/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06 (精裝)
Blij bang boos/Guido van Genechte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8 .-- 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1-3 (精裝)
Come with me!/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9-0 (精裝)

Nanos: colors/written by Paula Perry;
illustrated by Wiktoria Jercha, Ulla Chen,
Cristina Gonalez .-- 臺北市 : Skyrock
Projects, 10909 .-- 14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9428-0-5 (精裝)
Odd one out/Guido van Genechten 著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8 .-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2-0 (精裝)
POP UP!臺北機廠大冒險/鄧志忠概
念; 詹仕靜圖; 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
紙藝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
物館籌備處, 10909 .-- 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3-0 ( 精 裝 )
NT$480
Welcome to my house/by John D.
Smith .-- 臺北市 : 敦煌, 10909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909-3 (平
裝)
What do we buy?/Elly van der Linden 著;
Suzanne Diederen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幼福文化, 10908 .-- 3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43-748-3 (精裝)

Does
giraffe
eat
alone?/Anita
Bijsterbosch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
福文化, 10908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7-6 (精裝)

What will we choose?/Elly van der
Linden 著; Suzanne Diederen 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8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43-7490 (精裝)

FOOD 超人小手點讀互動認知圖鑑/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0910 .-- 2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223-556-0 (精裝)

What will we see?/Elly van der Linden 著;
Suzanne Diederen 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幼福文化, 10908 .-- 32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0-6 (精裝)

How's the weather?/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5-2 (精裝)

一起上學去= Let's go to school/賣腦瓜
工作室圖.文 .-- 臺中市 : 中市社會局,
10910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8-21-8 (精裝)

masaladj 部落的家屋/彭月美, 林福基
故事編著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泰
武國小, 10909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6-57-6 ( 精 裝 )
NT$400

人體的奧祕/Julien Milési-Golinelli 作;
Ed Meyer 繪;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28-29-4 (平裝)
NT$180

My birthday/Anita Bijsterbosch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08 .-- 3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43-7537 (精裝)

下一站,小學/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6-1 (平裝)

My day/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
北 市 : 風 車圖 書 , 10909 .-- 10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76 (精裝)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小水滴去
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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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98

ISBN 978-986-5539-42-9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大石頭小
石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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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50-4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大地的綠
色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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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9-23-8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大家來種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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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26-9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小種子找
新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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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27-6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大樹爺爺
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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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25-2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水果成熟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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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24-5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月亮,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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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9-47-4 (平裝)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太陽升起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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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6-7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木頭變變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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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8-2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好好吃的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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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7-5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自來水哪
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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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9-9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竹筍長大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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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22-1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我是小偵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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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4-3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夜空中的
寶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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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9-8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來玩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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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9-35-1 (平裝)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到聲音樂
園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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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6-8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風兒快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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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5-0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美麗的花
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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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1-3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海底世界
真奇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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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9-43-6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馬路想一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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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51-1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做一件衣
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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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3-7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停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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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9-34-4 (平裝)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植物的好
本事/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牛頓
科學教育,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0-6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番茄馬鈴
薯一家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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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39-28-3 (平裝)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愛紙愛地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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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0-5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種種看就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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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99

ISBN 978-986-5539-29-0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請工具來
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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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1-2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請爺爺吃
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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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32-0 ( 平 裝 )
NT$250
小小牛頓幼兒館 STEAM: 環保總動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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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3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39-48-1 ( 平 裝 )
NT$250
大木棉樹: 亞馬遜雨林的故事/林妮.
伽利(Lynne Cherry)文.圖; 劉清彥譯 .- 三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831-8-4 (精裝) NT$388
小火龍,不噴火/梅莉諾文.圖; 彭卉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10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4-7 (精裝) NT$280
小不點/微笑先生文; 李若昕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6-6 (精
裝) NT$350
女 生 和 男 生 = Las mujeres y los
hombres/ 育 苗 團 隊 (Equipo Plantel) 文
字 與 構 思 ; 露 西 . 古 迪 耶 雷 茲 (Luci
Gutiérrez)繪; 張淑英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字畝文化, 10910 .-- 4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05-32-5 (精裝)
NT$300
小白熊的廚神冒險/尤爾迪斯.道加文
斯(Uldis Daugaviņš)作; 瑪拉.威斯卡
(Māra Viška)繪; 陳家瑩譯 .-- 初版 .-臺北市 : 剛好國際, 10910 .-- 4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495-0-7 (精裝)
NT$360
三字經/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
瓊鳳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0909 .-- 25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5546-04-5 (第 1 冊:平裝)

小企鵝波波. 6, 想學飛/Lynol 作; 黃郁
菱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0 .-- 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7-41-0 (精裝)

小班做飯糰/許增巧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幼獅, 10911 .-- 4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449-204-6 (精裝)
NT$330

上車吧!幸福巴士到站了!/風車編輯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3-8 (精裝)

小瓶子大創意/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
心 編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11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5-4 (平裝)

小兒子. 2, 土匪窩裡的老大/駱以軍
原著; 王文華改寫; 李小逸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67-6
(EPUB) NT$300

下雪日的約定(暢銷紀念版)/理查.柯
提斯(Richard Curtis)作; 蕾貝卡.寇柏
(Rebecca Cobb)繪; 劉握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9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6-2 (精
裝) NT$340

小兔子學芭蕾= Ballet bunnies/露西.
弗雷加(Lucy Freegard)文.圖; 賴潔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6-3 (精裝)

小動物/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40-341-7 (精裝)

小怪物來了!/曹俊彥文; 曹益欣圖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4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3-72-6 (精裝) NT$300

大野狼也想變好人/Clara Cunha 作;
Natalina Cóias 插畫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528-31-7 (全套:精裝) NT$700

小狗阿疤想變羊/龐雅文文.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10 .-- 3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3-0 (精裝) NT$280

小達人腦力開發: 3C3Q 創智課程. 2/
積木女巫教學團隊課程設計 .-- 高雄
市 : 積木女巫親子智慧館, 10908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735-5 (平裝) NT$350

小松鼠的紙飛機: 一起玩,最好玩/刀
根里衣作; 謝恩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07-192-9 (精裝)
NT$320
上帝,我知道你在那裡/邦妮.芮克.詹
森(Bonnie Rickner Jensen)文; 露西.佛
朗敏(Lucy Fleming)圖; 張淑瓊翻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基 督 中 國 主 日 ,
10909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519-6 (精裝)
小勇的生活= the Story of kid brave/蔡
佳佑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909 .-- 3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9-28-5 (精裝) NT$250
小星送礼物/Ceci Chen 作; ChO 绘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25 (精裝)
大海的秘密/Li-Ping Teng 作; 鄭永富
繪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56 (精裝)

千萬不要去建造金字塔!你絕對不會
想做的危險工作/賈桂琳.莫利
(Jacqueline Morley) 作 ; 大 衛 . 安 契 姆
(David Antram)繪; 賴青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22-9 (精
裝)
千萬不要成為牛頓!你絕對不會想要
的孤獨人生/伊恩.葛蘭姆(Ian Graham)
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黃
意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8-2 (精裝)
千萬不要住在中世紀城堡!你絕對不
會想住的屋子/賈桂琳.莫利
(Jacqueline Morley) 作 ; 大 衛 . 安 契 姆
(David Antram)繪; 范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21-2 (精
裝)
千萬不要和馬可波羅一起探險!你絕
對不會想去的漫長旅程/賈桂琳.莫利
(Jacqueline Morley) 作 ; 大 衛 . 安 契 姆
(David Antram)繪; 賴青萍譯 .-- 初版 .100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20-5 (精
裝)
千萬不要跟哥倫布一起航行!你絕對
不會想要橫渡的未知水域/費歐娜.麥
唐諾(Fiona MacDonald)作; 大衛.安契
姆(David Antram)繪; 黃意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99 (精裝)
小鳶的寶石任務/鄭辰穎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18 (精裝) NT$350
小領袖腦力開發: 3C3Q 創智課程/積
木女巫教學團隊課程設計 .-- 高雄市 :
積木女巫親子智慧館, 10908 .-- 冊 .-ISBN 978-986-97573-3-1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97573-4-8 (第
2 冊:平裝) NT$350
小豬別哭啦!/加藤陽子文; 宮西達也
圖; 劉握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910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13-82-5 (精裝)
小蝌蚪茶茶/腸子文; 陳和凱圖 .-- 三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1-6 (平
裝)
小鐵的一天/郭乃文文; 周見信圖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
備處, 10909 .-- 48 面; 21X23 公分 .-ISBN 978-986-532-111-6 ( 精 裝 )
NT$360
牛 奶超人 /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4-7 (平裝)
天地方程式. 2, 天神的召喚= 天と地
の方程式 2/富安陽子文; 王蘊潔譯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74-4
(EPUB)
巴托斯小屋的派對/許麗萍文; 余麗
婷 圖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11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0-9 (平裝)
火車上的捉迷藏= Hidden in the train/
鄭星慧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寬
文化工作室, 10909 .-- 36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986-98515-3-4 (精裝)
NT$1880
火車任務大挑戰: 迴圈是什麼?/卡羅
琳.卡蘭賈(Caroline Karanja)文; 班恩.
懷特豪斯圖;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青 林國 際 , 10911 .-- 32 面 ;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44 (精裝)
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莎莉.葛林德
列文; 蘇珊.巴蕾圖; 黃郇媖譯 .-- 二
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8 .-- 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31-91 (精裝) NT$320
月亮: 夜晚擁抱的世界/派翠西亞.赫
加蒂(Patricia Hegarty)文; 布麗塔.泰肯
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圖; 海狗房
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8-6 (精裝)
五 隻小魚的 探險旅 程 / 風車編輯群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2-1 (精裝)
中國神話/岑澎維著; 張上祐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909 .-冊 .-- ISBN 978-957-751-855-2 (全套:
平裝) NT$840

幼幼音樂手機/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75 (精裝)
幼兒生活認知翻翻書: 寶寶的一天/
荷莉.貝絲(Holly Bathie)作; 梅利桑德.
盧辛格(Melisande Luthringer)繪; 周任
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7-193-6 (精裝) NT$320
幼兒智慧雙語拼圖書: 交通工具/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09 .-- 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0-7 (精裝)
幼兒智慧雙語拼圖書: 恐龍世界/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09 .-- 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7-7 (精裝)
幼兒智慧雙語拼圖書: 動物樂園/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09 .-- 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9-1 (精裝)
幼兒智慧雙語拼圖書: 甜美公主/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09 .-- 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58-4 (精裝)

水族館的動物醫生/大塚美加文; 齋
藤槇圖;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阿爾發國際文化, 10908 .-- 3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4131-7-6 (精裝)
NT$330

* 幼 兒 簡 易 機 械 : 溫 暖 的 家 = Early
simple machines: sweet home( 中英 對
照)/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樂疊創意機器人, 10908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245-0 (平裝)

木棉與我/楊妙瑛圖.文 .-- 初版 .-- 臺
東縣 : 小羊工作室, 10909 .-- 40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99390-03 (精裝)

生活 DIY/羅曦編; 楊燾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52-300-9 ( 全 套 : 精 裝 )
NT$880

不讓大海難過= Don't make the ocean
sad/范旭均, 姜媛, 林詠萱, 汪采葳創
作; 姜媛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同大學,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846-5-4 (精裝)

台語歡唱繪本/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20 (精裝)

冬冬,等一下/大衛.麥基(David Mckee)
文.圖; 周逸芬譯 .-- 二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8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831-5-3 ( 精 裝 )
NT$320
奶奶的白房子= 할머니와 하얀 집/李
玧雨作;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0 .-- 4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517-42-7 (精裝)

半線學堂唱歌仔: 歡喜台語快樂栽.
2/李靜芳, 陳盈菁, 謝金色文; 李鎮安
等 圖 .-- 彰 化 縣 : 彰 縣 大 竹 國 小 ,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23-69-8 (精裝)
石頭湯/強.穆特文.圖; 馬景賢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3-757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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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好多車= Everything goes: on land/
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文.圖; 江
坤山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9 .-- 48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535-53-7 ( 精 裝 )
NT$380
好多好多飛機= Everything goes: in the
air/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文.圖;
江坤山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09 .-- 48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535-54-4 ( 精 裝 )
NT$380
好多好多船= Everything goes: by sea/
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文.圖; 江
坤山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9 .-- 48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535-55-1 ( 精 裝 )
NT$380
米米坐馬桶/周逸芬文; 陳致元, 和英
美術團隊圖 .-- 四版 .-- 新竹縣 : 和英
文化, 10908 .-- 32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8831-6-0 ( 精 裝 )
NT$280
如果我是汽車設計師/克里斯.範.杜
森作.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7-198-1 (精裝)
NT$320
如果我是房子設計師/克里斯.範.杜
森作.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7-199-8 (精裝)
NT$320
如果我是學校設計師/克里斯.範.杜
森作.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0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7-200-1 (精裝)
NT$320
好玩的冰棒棍/石麗蓉文; oodi 圖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9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47-68-5 (精
裝) NT$300
灰姑娘/目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10909 .-- 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212-51 (精裝) NT$250
如果萬一= The whatifs/艾蜜莉.基兒
戈(Emily Kilgore)文; 佐伊.珀西可(Zoe
Persico)圖;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0910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4-9 (精裝)

米 娜 的 神 奇 蠟 筆: 大 野 狼別 搗 蛋 =
Mina et les magicraons: le plus méchant
des grrros méchants loups/ 芳妮 . 裘 莉
(Fanny Joly)文; 克莉絲汀.達文尼爾
(Christine Davenier)圖; 許雅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908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31 (精裝) NT$340

每一根羽毛都洗乾淨了/潘美慧文;
李宜蓁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09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46-02-1 (精裝) NT$350

我的笑臉與哭臉/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6-9 (平裝)

車子來了/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
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2-4 (精裝)

全國兒童美語: 現在幾點鐘= Go for
English: what time is it/全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0911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1219-5-8 (平裝附光碟片)

豆大叔和牛老爹/黃蕙君文; 林傳宗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9-3 (平裝)

我是小小旅行家: 貼上照片,搭乘各
式 交 通 工 具 一 起 環 遊 世
界 !/Nutchanun Kositaporn 文 ; Lalana
manussirikiat 圖; 趙嘉明譯 .-- 初版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9 .-- 2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1-7 (精裝) NT$220

全國兒童樂園: 蔬果樂園/全國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
文化, 10911 .-- 14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986-91219-6-5 (精裝附光碟
片)
吃黑夜的大象/白冰文; 沈苑苑圖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513-2 (精裝) NT$350
有趣的中國歷史/陳麗華編; 冷忠河
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52-3016 (全套:精裝) NT$2200
危 險 ! 不 要 碰 !/ 提 姆 . 沃 恩 斯 (Tim
Warnes)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 10909 .-- 3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57-521-420-3 ( 精 裝 )
NT$300
早餐滿福飽/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2-2 (平裝)
我们的快乐节/Li-Ping Teng 作; Sandy,
May 繪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6-3 (精裝)
找一找,專注力大挑戰/Fun House 師
資團隊策劃; 苗文靖工作室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9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2-4 (精裝)
找一找,觀察力大考驗/Fun House 師
資團隊策劃; 苗文靖工作室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09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3-1 (精裝)

育仁校刊. 第 40 期/洪湘雯主編 .-- 臺
中市 : 中市育仁國小, 10909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61-4-6 (平
裝)

我 是 小 巴 / 蕾 貝 卡 . 克 瑞 思 (Rebecca
Crane)文圖; 盧怡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9 .-- 3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03-4 (精裝)

走向大自然/Li-Ping Teng 作; 鄭永富
繪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49 (精裝)

沒耐心的小雞/提利.羅伯埃克特
(Thierry Robberecht)作; 露凡(Loufane)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9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418-0 (精裝) NT$300

弄丟飯糰的小婦人= The funny little
woman/亞琳莫賽文文; 布萊爾藍特圖;
汪培珽譯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0908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98969-4-8 (精裝) NT$320

我是藝術家/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
文.圖;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4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5513-73-3 ( 精 裝 )
NT$320

沉沒的村落/張淑賢等文.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官田國小, 10908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1-3 (精裝)

我們的對話花園: 世代對話的家庭診
聊時間/趙慧攸, 趙巖圖; 陳怡君文 .-桃園市 : 陳怡君, 10909 .-- 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84-2 (精裝)

找到一個家/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
文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7-0 (精裝)

李崇建 X 甘耀明奇想童話: 透明人/
李崇建, 甘耀明著; 鄒享想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70-6
(EPUB)

找到了嗎?: 新竹公園的大樹/文化銀
行撰文; 陳怡庭繪圖 .-- 新竹市 : 竹市
府, 10908 .-- 44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86-5421-41-0 ( 精 裝 )
NT$240
我的小丑魚同學/潘美慧文; 林士棻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46-08-3 (精裝) NT$350
吹泡泡/Ceci Chen 作; Sandy & May
绘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3-2 (精裝)
我的家/林丹文; 索尼婭.達諾夫斯基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38 面; 25X36 公分 .-- ISBN
978-986-491-511-8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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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建 X 甘耀明奇想童話: 藍眼叔叔
/李崇建, 甘耀明著; 鄒享想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71-3
(EPUB)
我愛你/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40-338-7 (精裝)
我會刷牙有聲繪本/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1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8-2 (精裝)
我 愛唱歌小 鋼琴繪 本 / 風車編輯群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3-7 (精裝)
我試著愛上數學/貝瑟妮.巴頓文圖;
羅亞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5-6 (精裝)
我會嗯嗯有聲繪本/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1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4-4 (精裝)
快樂小花農/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1-5 (平裝)
沒關係/蔡秀敏文.圖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09 .-- 3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57-08-5607-1 (精裝)
NT$380
明天見/米吉卡文; 王可圖 .-- 初版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9 .-- 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510-1 (精裝)
NT$350
虎井希望之花/陳昱妏, 陳姿妤, 陳麗
靜文; 許筠喬圖 .-- 澎湖縣 : 澎縣環保
局, 10909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31-3 (精裝) NT$399
奇幻鐵道博物館/鄭宗弦文; 吳欣芷
(Cindy Wume)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10909 .-- 40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0-9 (精裝) NT$360

乖乖溜滑梯/陳致元文.圖 .-- 二版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61-4 (EPUB)
NT$280
乖乖愛幫忙/陳致元文.圖 .-- 二版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63-8 (EPUB)
NT$280
乖乖說對不起/陳致元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62-1 (EPUB)
NT$280
花釦奶奶的即興說唱兒歌/宋蘭萍作;
楊皓麟繪 .-- 初版 .-- 臺中巿 : 育達文
化, 10908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818-67-8 (平裝) NT$300
青蛙與蝸牛/蕭袤文; 徐開云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3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5125 (精裝) NT$350
和路易斯.卡洛爾度過有趣的一天吧!:
<<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文字慶典/
凱瑟琳.庫爾(Kathleen Krull)文; 茱莉
亞.撒達(Júlia Sardà)圖; 劉清彥譯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0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5-5 (精裝)
果園裡的美味大餐/鈴木桃作.繪; 黃
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0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38-350-5 (精裝) NT$280

乖乖坐馬桶/陳致元文.圖 .-- 二版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60-7 (EPUB)
NT$280

兒歌歡唱繪本/風車編輯群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68 (精裝)

姍姍的友情來遲了/吳昕昀, 胡芷寧
文字; 施欣妤, 陳湘怡繪圖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10908 .-- 5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5846-4-7 (精裝)

到叢林冒險的女孩: 昆蟲學家艾芙琳.
奇斯曼的故事= Evelyn the adventurous
entomologist: the true story of a worldtraveling bug hunter/克莉絲汀娜.伊凡
斯(Christine Evans)文; 雅思敏.伊瑪穆
拉(Yasmin Imamura)圖; 齊若蘭譯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910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8-7 (精裝) NT$350

空空的聖誕襪(暢銷紀念版)/理察.柯
提斯(Richard Curtis)文; 蕾貝卡.寇柏
(Rebecca Cobb)圖;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0910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5-5 (精
裝) NT$340
佳和宮/徐竹欣等文.圖; 佳佐國小總
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佳和宮,
10908 .-- 3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420-0-3 (精裝) NT$250

昆蟲摸摸看!/Rosie Greening 作;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3-2 (精裝) NT$500
怪獸摸摸看!/Rosie Greening 作;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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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4-9 (精裝) NT$500
泥寶搬新家/張晏禎文字; 何慎修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環保署, 10908 .-- 36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816-6 (精裝) NT$250
哇!是夜晚呢/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
永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78-8 (精裝)
哇!貓頭鷹說/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
永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77-1 (精裝)
風中有鷹/何華仁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 10909 .-- 48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294-260-4 (精裝)
NT$350
春天的野餐會/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
心 編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11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7-8 (平裝)
春日圓舞曲/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3-0 (平裝)
為星星演奏的女孩: 女太空人艾倫.
歐喬亞的故事= The astronaut with a
song for the stars: the story of Dr. Ellen
Ochoa/ 茱 莉 亞 . 芬 利 . 摩 斯 卡 (Julia
Finley Mosca)文; 丹尼爾.雷利(Daniel
Rieley)圖; 齊若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0910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7-0 (精裝)
NT$350
苳苳漂流記/王昱讚, 蕭可欣文; 趙珮
廷圖 .-- 澎湖縣 : 澎縣環保局, 10909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32-0 (精裝) NT$399
拯救角鹿大作戰: 別怕,總會有辦法/
嚴惠淑(엄혜숙)作; Regina(레지나)繪;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1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07-191-2 (精裝) NT$320
穿越時空的鼻妹日記/鼻妹文.圖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9 .-冊 .-- ISBN 978-986-5546-05-2 (全套:
平裝) NT$580
紅鼻小孩: 葉道瑝與紅鼻子醫生/葉
道瑝, 紅鼻子醫生作; 葉道瑝, 心藝製

作所繪 .-- 二版 .-- 臺北市 : 紅鼻子關
懷小丑協會, 10908 .-- 48 面; 22X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9-0-1 (精裝)
NT$500
是誰在跳呢?/李政霖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0 .-- 4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7-9 (精裝)
音樂劇/陳柏儒文; 孫俊, 陳柏儒圖 .-二版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10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317-7 (精裝) NT$320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佐東綠等著; 木
木(KIKI)繪;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03-81-9 (全套:平裝) NT$1750
洗澡囉!/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40-343-1 (精裝)
時光列車,咻咻/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
心 編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11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0-8 (平裝)
神奇柑仔店. 7, 糟糕!我吃了款待梨/
廣嶋玲子文; jyajya 圖; 王蘊潔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68-3
(EPUB) NT$300
神奇柑仔店. 8, SOS!救急媽媽面具/
廣嶋玲子文; jyajya 圖; 王蘊潔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69-0
(EPUB) NT$300
神奇帳篷/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909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15-3-6 (精
裝)
祕密派對/勵馨基金會作; 陳沛奇插
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0 .-- 1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28-30-0 (精裝) NT$500
逃跑的長頸鹿便盆/張冬梅文; 梅羽
圖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910 .-- 36
面 ; 24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125-0-1 (精裝) NT$249
旅遊小玩家/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 10910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54-10-1 (平裝)
氣飽飽/伊芙.柯伊(Eve Coy)文圖; 詹
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

10909 .-- 32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00-308-2 (精裝)
馬鈴薯家族/長谷川義史文.圖; 林真
美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6-2 (精裝)
恐龍摸摸看!/Rosie Greening 作;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6-3 (精裝) NT$500
啡比尋常 175/郭靜芳, 陳弘釗文字編
寫; 吳明龍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東原國小, 10909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35-1 (精裝)
晚安囉!/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40-337-0 (精裝)
做完這些事,就去睡覺囉= Goedenacht
en slaap zacht/艾絲特.凡登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黃婷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11 .-- 32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56 (精裝)
球果不见了/Ceci Chen 作; 陳亭亭绘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10 .-- 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01 (精裝)
這是什麼形狀?圓形?三角形?方形?/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0909 .-- 1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4-5 (精裝)
這是我可愛的臉!/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10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8-3 (精裝)
猜猜我有多愛你: 你想和我做朋友
嗎?/山姆.麥克布雷尼(Sam McBratney)
文; 安妮塔.婕朗(Anita Jeram)圖; 上誼
編輯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
化, 10909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2-692-9 (精裝) NT$280
健康研究室. 3, 大便篇/石倉裕幸作;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9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2-0 (精裝)
健康研究室. 4, 細菌篇/石倉裕幸作;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9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3-7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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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寮客棧 The Lu-Liou Inn/范毓雯圖.
文 .-- 二版 .-- 臺東縣 : 仙人掌鄉土工
作室,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770-1-5 (精裝) NT$360
猜謎小旅行/石津千尋文; 荒井良二
圖; 張桂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13-71-9 (精裝)
善良,我做得到!= KIND: a book about
kindness/艾莉森.格林(Alison Green)文;
艾賽爾.薛弗勒(Axel Scheffler)等圖;
劉清彥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10 .-- 48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535-59-9 ( 精 裝 )
NT$350
菱角冠軍/張淑賢等文.圖 .-- 初版 .-臺南市 : 南市官田國小, 10908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3-7 (精裝)
發明貓與毛帽鼠的大歷險/拉斯姆斯.
布列格尼霍依(Rasmus Bregnhøi)作.繪;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2-205-5 (精裝) NT$330
最後一棵樹= The last tree/艾蜜莉.霍
沃斯-布斯作.繪; 黃筱茵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00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38-3536 (精裝) NT$300
越南民間故事: 七個願望= Bay Àieu
Uoc/瑞英編寫; 謝束平繪圖; 陳秋河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09 .-- 3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91-81-4 (精裝) NT$230
越南民間故事: 稻米仙女= Nang Tien
Gao/瑞英編寫; 謝束平繪圖; 陳秋河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09 .-- 3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91-82-1 (精裝) NT$230
等待春天的小田鼠/小圓文; 吳若嫻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8-6 (平裝)
等啊等,在排什麼隊呀?/高畠那生文.
圖; 黃惠綺譯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503-672-0 (精裝) NT$300
雲彩超人/Andre 作; 林孟萱插畫設
計 .-- 第 二 版 .-- 臺 北 市 : Andre,

10908 .-- 34 面; 1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2-7 (平裝) NT$250

16X18 公分 .-- ISBN 978-986-532-1093 (精裝) NT$360

雲彩超人/Andre 作; 林孟萱插畫設
計 .-- 第 三 版 .-- 臺 北 市 : Andre,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0-7 (PDF)

跟著火車爺爺遊橫山!/李晏彤, 江怡
瑩文; 李晏彤圖 .-- 新竹市 : 清大出版
社, 10908 .-- 24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86-6116-84-1 (精裝)

集盒嘍!/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92 (平裝)

跟著動物搭飛機過一天/雪倫.任塔
(Sharon Rentta)文.圖; 侯秋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01 (精裝)

創意廚房大驚喜: 函式是什麼?/卡羅
琳.卡蘭賈(Caroline Karanja)文; 班恩.
懷特豪斯圖;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青 林國 際 , 10911 .-- 32 面 ;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68 (精裝)
喜樹/喜樹國小附幼全體師生文.圖 .-臺南市 : 臺南市喜樹國小附幼,
10910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6-8 (平裝) NT$200
搶水大作戰/張淑賢等文.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官田國小, 10908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2-0 (精裝)
新北市本土語言創意繪本. 108 年度/
張明文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教
育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13-64-4 (全套:精裝)
愛在公東: 錫質平神父的故事/余玉
玥文; 高齊駿圖 .-- 臺北市 : 使徒,
109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86-1-9 (精裝) NT$250
當我難過的時候= Sometimes when I'm
sad/黛博拉.塞拉尼(Deborah Serani)文;
凱拉.泰斯(Kyra Teis)圖; 賴潔林譯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0911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36-1 (精裝)
愛玩耍的茶精靈/陳建智主編; 林玉
娟繪圖美編 .-- 初版 .-- 南投縣 : 農委
會農糧署, 10910 .-- 24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33-9 (精裝)
NT$350
預約人間淨土/謝麗華文字; 陳皆蓉,
陳皆宇, 陳星潔繪圖 .-- 花蓮市 : 慈濟
科大, 10908 .-- 48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986-95400-6-3 (精裝)
跟著火車一起唱!/蘇懿禎概念.策畫;
吳培綺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
道 博 物 館 籌 備 處 , 10909 .-- 24 面 ;

電塔上的空中英雄/鎌田步作.繪; 李
慧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8-351-2 (精裝) NT$300
鈴鈴鈴!Baby 手搖鈴/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4 面; 12X12 公分 .-- ISBN 978-986223-575-1 (精裝)
遊戲時間/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
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0-0 (精裝)
園藝遊戲大發現: 「如果/則」陳述
句是 什麼 ?/ 卡羅琳. 卡蘭賈(Caroline
Karanja)文; 班恩.懷特豪斯圖; 陳信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11 .-- 32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7-5 (精裝)
*漁村這一家= A family in the fishing
village/股份漁鄉文稿撰寫; 廖宜霈繪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農 委 會 ,
10909 .-- 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2-2 (精裝)

數一數/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40-344-8 (精裝)
數字的祕密/Julien Milési-Golinelli 作;
Manu Surein 繪; 李旻諭譯 .-- 初版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8-7 (平裝)
NT$18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三國/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17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496-8 (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五代十國/
童樂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8 .-- 17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01-9 (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兩晉南北
朝/童樂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497-5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86-491-498-2 (下冊: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491-3 (上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492-0 ( 中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491-493-7 (下
冊: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夏商西周/
童樂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0908 .-- 17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490-6 (平裝) NT$250

漫畫版軍事科普小百科合輯/趙柏竣
等原作; 林傳捷, 楊國龍, Level X 勇者
漫畫工作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房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556-01-3 (全套:平裝) NT$168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秦漢/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4944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495-1 (下冊:平裝) NT$250

漢賽爾與葛麗特= Hansel & Gretel/尼
爾.蓋曼(Neil Gaiman)著; 羅倫佐.馬托
蒂(Lorenzo Mattotti)繪;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0 .- 6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554907-7 (精裝) NT$450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 隋唐/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4999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500-2 (下冊:平裝) NT$250

臺灣古道大冒險/方秋雅文; 蝗蟲哥
哥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546-069 (全套:平裝) NT$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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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漫畫<<續資治通鑑>>: 宋/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5026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503-3 (下冊: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續資治通鑑>>: 明/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5064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507-1 (下冊: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續資治通鑑>>: 清/童樂
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5088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491-509-5 (下冊:平裝) NT$250
趣味漫畫<<續資治通鑑>>: 遼夏金
元/童樂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08 .-- 冊 .-- ISBN 978-986491-504-0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ISBN 978-986-491-505-7 (下冊:平裝)
NT$250
龍田村的大頭ㄟ/孫傳莉撰文; 彭軒
嘉等插圖 .--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縣
龍田社區發展協會, 10909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51-03 (精裝) NT$280
貓咪小樂幾點睡?/木田哲生, 伊東桃
代作; 齋藤忍繪; 葉韋利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2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52-0 (精裝)
整理房間大作戰: 變數是什麼?/卡羅
琳.卡蘭賈(Caroline Karanja)文; 班恩.
懷特豪斯圖;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青 林國 際 , 10911 .-- 32 面 ;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151 (精裝)
濃濃香豆奶/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68-5 (平裝)
黏土藝術家/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3-9 (平裝)
幫我按個讚/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4-6 (平裝)
薯條獅之我不要吹頭髮/劉美琪作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0910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711-8-1 (平
裝) NT$300
環遊全世界/Julien Milési-Golinelli 作;
Angelika Scudamore 繪;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7-0 (平裝) NT$180
蟋蟀與螞蟻/林硯俞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目川文化, 10909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212-4-4 (精裝)
NT$280
斷手的芭比/凌拂著; 奇亞子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9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61-7 (精裝) NT$280
顏色和形狀/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
文;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0910 .-- 20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40-339-4 (精裝)
藏在紅豆裡的愛/潘美慧文; 劉鵑菁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46-07-6 (精裝) NT$350
鯊魚摸摸看!/Rosie Greening 作;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9 .-- 12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25-6 (精裝) NT$500
翻閱,渡槽橋/王全興, 楊鎮鴻, 張淑賢
文; 賴佳妏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市官田國小, 10908 .-- 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30-34-4 (精裝)
鏗鏗鏘鏘北廠實驗室/盧俊良文; 鄭
培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
博物館籌備處, 10909 .-- 50 面; 18X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112-3 (精裝)
NT$360
魔法小星= Magic starry/尚承彥創作.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
10908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46-3-0 (精裝)
歡迎光臨!小貓洗衣店!/風車編輯群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9 .-- 1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561-4 (精裝)
歡迎光臨恐龍百貨 /莉莉.莫瑞(Lily
Murray) 文 ; 理 查 . 邁 瑞 特 (Richard
Merritt)圖; 盧怡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9 .-- 3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02-7 (精裝)
歡樂萬聖節!/西村敏雄文.圖; 紀富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2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5513-74-0 (精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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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急轉彎電影原著繪本/美國迪士
尼公司作;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9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658-411-4 (精裝)
*三門街/(清)佚名原著; 余知奇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57-14-6924-9 (EPUB)
*牛郎織女傳/佚名原著; 郭怡汾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23-2 (EPUB)
唐鍾馗平鬼傳/(清)東山雲中道原著;
陳景聰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9-4
(EPUB)
濟公傳/(清)王夢吉等原著; 劉美瑤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31-7 (EPUB)

漫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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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な
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ま
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い
い! II/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
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3-2 (PDF) NT$130
19 歲的情色小說模特兒/五月女えむ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3-3 (平裝)
ALMA 魂/三都慎司作; 冰箱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41-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42-3 (第 2 冊:平
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430 (第 3 冊:平裝) NT$130
A 之劇場(新裝版)/中村明日美子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4-0 (平裝)
BEASTARS/板垣巴留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24-9 (第 20
冊:平裝) NT$100
Bitter Like Light: 苦似微光/那梧なゆ
た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7-1 (平裝)

分 .-- ISBN 978-957-43-7963-7 (平裝)
NT$300

B 之劇場(新裝版)/中村明日美子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2-6 (平裝)

MY LITTLE INFERNO 我的小小地獄
/朝田ねむい作; AKIRA 譯 .-- 1 版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冊 .-- ISBN
978-957-10-9157-0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57-10-9158-7 (下冊:平裝)

COLD FEVER/木原音瀬原作; 麻生ミ
ツ晃作畫;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1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478-7 (平裝)
D.Gray-man 驅魔少年/星野桂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027 (第 27 冊:平裝) NT$100
Dear My Drug 我親愛的特效藥/佐藤
アキヒト作; KUMAKO 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9-4 (平
裝)
Designs/五十嵐大介著; 謝仲庭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5-8665 (第 4 冊:平裝) NT$280
DINER 殺手餐廳/河合孝典作; 譚志
瑋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5-6 (第 3 冊:平裝)
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鳥山明
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03-4 (第 13
冊:平裝) NT$100

NEW GAME/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7-0 (第
11 冊:平裝) NT$130
ONE PIECE 航海王特刊/尾田栄一郎
原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119 (第 9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26-5712-6 (第 10 冊:平裝) NT$300
ORIGIN 原型機/Boichi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6-3 (第 9 冊:平裝)
PATIO 的王者們/大矢和美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4-8 (第 1 冊:平裝)
Twin String 雙子感應/九重釋夢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1-5 (平裝)
VIVA LA VIDA!!活在當下/あびるあ
びい原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1-8 (平裝)

人外的星期五 For Dragon/漢揚作 .-初版 .-- 新北市 : 狐耳, 10908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2-1 (平
裝) NT$200
人外的星期五 V/漢揚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狐耳, 10908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2-0 ( 平 裝 )
NT$200
人肉包子/任正華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909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49-06-0 (平裝)
NT$280
大小姐喜歡被調教/森中萌奈香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5-5 (第 1 冊:平裝)
也不是不想和青梅竹馬接吻啦。/佐
野愛莉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04-557-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558-6 (第 5 冊:平裝)
工作血小板/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漫
畫;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冊 .-- ISBN 978-957-26-5678-5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679-2 (第 2 冊:平裝) NT$130
工作細菌/吉田はるゆき作; 清水茜
監修;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13-3 (第 7 冊:平裝) NT$130
小林家的龍女僕 艾瑪的 OL 日記/ク
ール教信者原作; カザマアヤミ漫畫;
依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8-6 (第 1 冊:平裝)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140 (第 11 冊:平裝) NT$100

XXX 情愛課程 /江口尋作; 志野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6-4 (平裝)

Fate/Grand Order 梅芙、梅芙、梅芙!
青乃下作品集/TYPE-MOON 原作; 青
乃下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0-2 (平裝)

七八五十六/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み
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469-5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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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6-5 (第
3 冊:平裝)

七大罪: 幕後秘辛大放送(全公開)/鈴
木央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40-9 (平裝) NT$150

小林源文太平洋戰記短篇傑作選/小
林源文作; 張詠翔譯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蒼璧, 10908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4-5 ( 平 裝 )
NT$340

九手漫畫短篇集. 02/九手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九手, 109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8-1 (平
裝) NT$200

大家都愛加賀谷次長!/小山田容子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7-7 (第 1 冊:平裝) NT$130

LIMBO: 見 習 房 東 與 非 人 房 客 .
1/QUESTION MARK 神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狐耳, 10908 .-- 60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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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家的龍女僕 露可亞是我的 xx/ク
ール教信者原作; 歌麿漫畫; 洪兆賢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7-9 (第 1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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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な
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ま
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い
い! I/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
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2-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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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
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
ま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
いい! III/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4-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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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
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
ま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
いい! IV/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5-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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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な
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ま
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い
い!V/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
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6-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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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
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
ま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
いい! VI/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7-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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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
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
ません 第一部 本がないなら作れば
いい! VII/香月美夜原作; 玲華漫畫;
許金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8-7 (PDF) NT$130

14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08-9 (第 15 冊:平裝) NT$130

小狸貓和小狐狸 小小朋友們/アタモ
ト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0-6 (平裝) NT$280

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
東ふゆ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4-9 (第 1 冊:平裝)

中二男的惡魔契約/Aimi 艾冪[作]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98-3 (平裝)

五等分的新娘角色設定資料書: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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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690-7 (平裝) NT$130

月之街、花之都/千葉リョウコ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7-8 (第 1 冊:平裝)
月之劍/門司雪作; 王杉珊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676-1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677-8 (第 2 冊:平
裝) NT$100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水安里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0 .-- 冊 .-- ISBN 978-957-109134-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35-8 (第 4 冊:平裝)

不可思議的水/富伊作 .-- 新北市 : 蔡
馥伊, 10908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33-0 (平裝) NT$350

心跳特區: 秘.蜜/宮崎摩耶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ISBN 978-957-26-5709-6 (第 8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10-2 (第
9 冊:平裝) NT$130

少年的境界/akabeko 作; 張舜雯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28-7 (第 3 冊:
平裝) NT$130

心滿意足的第二次戀愛/晴屋うまこ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4-5 (平裝) NT$140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美樹麻樹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3-2 (第 8 冊:平裝)

王樣老師/椿泉作; 張芳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5722-5 (第 29 冊:平
裝) NT$100

不良爸爸、天使和我/リオナ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24 (平裝) NT$130

中學性白書: 想守護的事物/上原悠
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3-0 (平裝)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18-8 (第 10 冊:平裝) NT$130

公爵千金的本領/澪亞原作; 梅宮ス
キ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09-7 (第 7 冊:平
裝)

天降雷神纏上我/RENA 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3-3 (第 3 冊:平裝)
比夏天更蔚藍/織島ユポポ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693 (平裝) NT$130
不倫食堂/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06-5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707-2 (第
108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08-0 (第 15 冊:平
裝)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蛭田達也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ISBN 978-957-26-5747-8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48-5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49-2 (第 3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57-26-5750-8 (第 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51-5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52-2 (第 6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57-26-5753-9 (第 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54-6 (第
8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755-3 (第 9 冊:平裝) NT$250 .-ISBN 978-957-26-5756-0 (第 10 冊:平
裝) NT$250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Vol.4, 冒險啟程/
賴惟智, 尼太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08 .-- 2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424-0-9 (平裝)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2-5 (第 12 冊:平
裝)

血界戰線 Back 2 Back/内藤泰弘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6-1 (第 5 冊:平裝)

在科學可能性的生物少女觀察日記
/KAKERU 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75-4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30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6-9 (平裝) NT$130
我的獵戶座/川端志季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16 (第 1 冊:平裝)
完美的兒子/りーるー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85 (平裝)
我們一起失戀的理由/itz 作; 朔小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2-5 (平裝)

他的髮圈/TaaRO[漫畫]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99-0 (平裝)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長賴作; 賴
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0-9 (第 1 冊:平裝)

出租女友/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15-7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716-4 (第
17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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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21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600-1 (第 2 冊:
平裝)

在 1 年以內會被捕食系女主角吃下
肚/森下 suu 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5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601-8 (第 1 冊:
平裝)

自殺島/森恒二作; 梵赫辛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136-5 (第 16
冊:平裝)

我對你做了什麼?/鈴丸みんた作; 貝
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8-8 (平裝)

色慾禁咒 Lust Geass/高橋脩作; 林星
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5-8 (第 3 冊:平裝)

兔子刑警的發情期!/佐崎いま, 高瀬
ろく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5-7 (第 3 冊:平
裝)

江戶前精靈/樋口彰彦作; 冰箱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680-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681-5 (第
2 冊:平裝) NT$130
自由之子= Sons of liberty/黃俊維漫
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7-0 (第 1 冊:平裝) NT$250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8/野扶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業餘畫匠, 10908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799-8-4 (平裝) NT$120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9-8 (第
4 冊:平裝)
成為異世界最強魔王 10 個孩子的媽
媽/遠山繪麻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 ISBN 978-957-265671-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72-3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我才不會認同兩性身體!/花音千尋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04-575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576-0 (第 2 冊:平裝)

我們是新婚夫夫(或許). II/ちしゃの
実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6-3 (平裝) NT$130
我們真的學不來!/筒井大志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010 (第 18 冊:平裝) NT$100

兔子就是正義/井口病院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5-5 (平裝)

我心愛的燕子/ジョゼ作; 黃瀞瑤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73-7 (平裝)
NT$130

夜半之蛙初識戀愛/アヒル森下作;
王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3-9 (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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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8-1 (第
3 冊:平裝)

來自遠方(愛藏版)/冰川京子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冊 .-ISBN 978-957-26-5661-7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5662-4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5663-1 (第 3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57-26-5664-8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5665-5 (第
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5666-2 (第 6 冊:平裝) NT$260 .--

我的達令!!!/櫻井タイキ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70-9 (平
裝) NT$130
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かさいち
あき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

ISBN 978-957-26-5667-9 (第 7 冊:平裝)
NT$250

10910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6-6 (第 1 冊:平裝)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柚木 N'作; 逝
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7-4 (第 1 冊:平裝)

放學後的戀愛煩惱/いかみりん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2-0 (平裝) NT$130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01 (第 55 冊:平裝)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三部敬作;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0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4-1 (第 5 冊:平裝)

泡泡浴男孩的快感初體驗/都みめこ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4-0 (平裝)

春天、戀愛與你的一切/綾瀨羽美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4-7 (第 1 冊:平裝)

怪物與野獸/蓮地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1-7 (第
3 冊:平裝)

春之蛇/らうりー作; H 譯 .-- 1 版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129-7 (平裝)

妳是特別的/幸田百子作; 揪揪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54 (第 1 冊:平裝)
青春期的我們/たなと作; 李芸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45-4 ( 上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57-26-5746-1 (下
冊:平裝) NT$170
非常正義= Unusual justice/冷絕原著;
Akoln 漫畫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飛
魚創意, 10909 .-- 14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89407-8-9 ( 平 裝 )
NT$110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00-3 (第 12
冊:平裝) NT$100
阿斯莫德是不會放棄的/勇人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7-0 (第 1 冊:平裝)
拒絕擁抱的理想男人/かしわ作; 夏
未央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94 (平裝) NT$130
季節之國的動物/霧嶋珠生作; 黃瀞
瑤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00 (平裝) NT$130
亞當的肋骨/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城市獵人完全版/北条司作; 謝怡苓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冊 .-- ISBN 978-957-10-9149-5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957-10-9150-1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518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52-5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53-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54-9 (第 14 冊:平裝) .-ISBN 978-957-10-9155-6 (第 15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156-3 (第 16
冊:平裝)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竹鳩えく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5-0 (第 2 冊:平裝)
美男小哥喜歡 xx/ありこ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82-2 (平裝)
NT$130
洪育府老師作品集/洪育府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5-5 (平
裝)
恨你怨你好愛你/ARUKU 作; 周芝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0-0 (平裝)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
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67 (第 11 冊:平裝)
110

勇者與魔王的魂魄歷程/GEN 作;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8-9 (第 2 冊:平裝)
春風的異邦人/紀伊カンナ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56 (第 4 冊:平裝) NT$130
星星與針鼬/那梧なゆた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464 (平裝)
帥氣男友和過度可愛的我!/白コトラ
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09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2-2 (平裝)
突然降臨的埃及神/yuka 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94-5 (平
裝) NT$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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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5-872-6 (平裝) NT$380
砂漠下的旋律/今市子作; 加奈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0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71-3 (平裝)
NT$130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692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693-8 (第 2 冊:平裝) NT$130
鬼子/こふで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5-5 (平裝) NT$140
原 子小 金剛 (新 裝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1474-9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475-6 (第 10 冊:平裝)
砲友關係/甘詰留太作; 逝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4-3 (第
1 冊:平裝)
配角 X3= Supporting role actor X3/宇
文風[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9-1 (第 10 冊:平裝)

荒淫王子的壞毛病/おわる作; 曾怡
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914 (平裝) NT$130

排球少年/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695-2 (第 44
冊:平裝) NT$100

祕密測驗/菊の助作; 黃盈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817 (第 1 冊:平裝)

欲情香氣/上川きち作; 劉維容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31-7 (平裝)
NT$130

神籤村/大見武士作; 凜峰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61-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62-1 (第 2 冊:平
裝) NT$130

捲捲麵包貓 三隻貓,有時還有柴犬
/Komugiko 作; 林珉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6-2 (平裝)

殺手也想當戀愛守護者/隈浪さえ漫
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11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3-6 (第 2 冊:平裝)
終末的後宮/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04-1 (第 12 冊:平裝) NT$140
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LINK 原 作 ;
SAVAN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05-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40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蝉川夏哉原
作;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陳靖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07-3 (第 9 冊:平裝)
殺死心的方法/カシオ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911 .-- 冊 .-- ISBN 978957-10-9163-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64-8 (第 4 冊:平裝)
從同居開始/ko 原作; 陳郁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732 (平裝)
執事.黑星不服從/音久無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6-2 (第 1 冊:平裝)
深夜的糟糕戀愛圖鑑/尾崎衣良作;
張凱倫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5-9 (第 4 冊:平裝)
盛夏陽炎/ムノ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73-0 (平裝) NT$130

這淫魔的愛好沉重/私屋カヲル作;
林以庭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0-8 (平裝)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
愛嗎?/三河ごーすと原作; マッハダ
イ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9-6 (第 2 冊:平
裝)
許瑞峰老師作品集/許瑞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4-8 (平
裝)
這樣絕對不是戀愛/丸緒作; 澄瑱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92 (平裝)
被撿到的吸血鬼的色色研究/つむみ
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2-9 (第 1 冊:平裝)
假戲真做的快感法式千層/江口尋作;
Cat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27-1 (平裝)
被擦掉的初戀/ひねくれ渡原作; 或
子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8-3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晨曦公主/MIZUHO KUSANAGI 作;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1-8 (第 33 冊:平裝) NT$100
專屬你的偶像/三池ろむこ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3-1 (平
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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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
正太/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17-2 (第
2 冊:平裝)
朝向明月,幻化成星/中陸なか作; 木
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冊 .-- ISBN 978-957-10-9159-4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57-10-9160-0 (下
冊:平裝)
無法拒絕孤單女孩/樫風作;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9-0 (第
1 冊:平裝) NT$140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334 (第 18 冊:平裝)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杜乃
ミズ作; 張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9-3 (第 1 冊:平裝)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滝川廉治作; 弁
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8-2 (第 1 冊:平裝)
焦急的老鼠會咬貓/黒木えぬこ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4-6 (平裝)
等待夏天/ぴい作; 李其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29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5763-8 ( 平 裝 )
NT$160
越南戰爭. 前篇/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09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7-6 (平裝) NT$350
絕頂 PORNOSTAR/東野裕作; 鍾明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7-5 (平裝)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89-9 (第 17 冊:平裝)
發情野獸馴養法/鬼嶋兵伍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62 (平裝) NT$130
開發部長的私密工作/後野オカピ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79 (平裝) NT$130
跌跌撞撞環遊世界單人行/低橋作;
邱憶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7-9 (平裝)
黑 辣 妹 後 宮 學 校 / 双 龍 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5-4 (第 1 冊:平裝)
朝劇!/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19-5 (第 3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5720-1 (第 4 冊:平
裝) NT$160
單蠢女孩/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05 (第 10 冊:平裝)
喜歡的偶像搬到隔壁來了/脊髄引き
抜きの刑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1 .-- 1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591-2 (第 1 冊:平
裝)
達文西二號= LEONARD2VINCI/史蒂
芬.樂瓦羅(Stéphane Levallois)作; 喬一
樵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辣 ,
109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57-9-2 (平裝) NT$450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LINDA 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1-7 (第 3 冊:平裝)
經典杯子蛋糕/佐岸左岸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9-3 (平
裝) NT$130
愚者愛之歌/じゃのめ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62-4 (平
裝)
葛格聽我說/柚木涼太作;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4-012-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013-4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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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2-4 (第 2 冊:平裝)
義務役的新兵訓練= Recruit training
of Taiwan's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A
士執筆 .-- 臺北市 : 葉文傑, 10908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8-6 (平裝)
暖陽星光/いちかわ壱作; 風花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47 (平裝)
想逼上司跟自己 H/栗田修宇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3-9 (平裝)
毀滅魔導王與魔像蠻妃/北下路来名
原作; いのうえひな た漫 畫 ; 一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4-021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022-6 (第 2 冊:平裝)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7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3-1 (第
25 冊:平裝)
新蠟筆小新/臼井儀人, UY スタジオ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5723-2 (第 10 冊:平裝) NT$130
與你在夏日之中/古矢渚作;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44-7 (平
裝特裝版) NT$150
滬尾守衛阿火旦/Waste 戊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9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5023 (平裝) NT$240
舞男奔放之夜/那木渡作; 平川遊佐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7-3 (平裝)
徹夜的高潮邀約/イクヤス著;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28-0 (第 2 冊:平裝)
與青梅竹馬的上司 FALL IN LOVE/
箱石タミイ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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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青文, 1091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23-0 (平裝)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植野メグル作;
吳端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4005-9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006-6 (第 10 冊:平裝)
舞動初戀!/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09 (第 4 冊:平裝)
與軟嫩蛋包飯同眠/ミブ ヨシカズ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686 (平裝) NT$130
夢想成為魔法少女/小野中彰大作;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冊 .-- ISBN 978-957-26-5757-7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758-4 (第 2 冊:平裝) NT$130
熊愛蜂蜜/白石由希作; 蔡雨璇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93 (第 8 冊:平裝)
漫漫畫人間: 任正華漫畫集/任正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9-05-3 (平裝) NT$450
廢天使加百列/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04-2 (第 8 冊:平裝)
影宅/走馬燈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2-621-6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622-3 (第 2 冊:平裝)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717-1 (第 17 冊:平裝) NT$100
賢者之孫/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
畫; 飛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4-010-3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011-0 (第 13 冊:平裝)
請給愛理一個幸福結局吧/晴海羊(晴
海ひつじ)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0909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3-1 (第 1 冊:平
裝)

貓,請多指教. 4/Jozy, 春花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10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6-7 (平裝) NT$300

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黑鄉滸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8-7 (第 1 冊:平裝)

學生會長開始扮女裝/遥一作; 冰箱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5-2 (平
裝) NT$130

鏈鋸人/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5696-9 (第 8 冊:平裝)
NT$100

貓 戰 士 ( 漫 畫 版 ): 灰 紋 歷 險 記 =
Warriors: graystripe's adventure/艾琳.杭
特 (Erin Hunter) 著 ; 詹 姆 斯 ‧ 巴 利
(James L. Barry)繪; 鐘岸真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9-55-0 (平
裝) NT$290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雙七篇/佐島
勤原作; きたうみつな作畫;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67-6 (第
3 冊:平裝) NT$13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ISBN 978-986-521-501-9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02-6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5-4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6-1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7-8 (第 25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495-1 (第 48 冊:平
裝)

霜月老師的不甜膩戀愛講座/香魚子
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62-3 (第 1 冊:平裝)

魔劍師因魔劍展開的後宮生活/小島
紗作; 伏(龍)漫畫; 黃瀞瑤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59-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60-7 (第 2 冊:平
裝) NT$130

大奉打更人/賣報小郎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ISBN 978-986-521-516-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17-0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18-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19-4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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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冊 .-- ISBN 978-957-10-9131-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132-7
(第 9 冊:平裝)

霹靂英雄戰紀: 霹靂邪眼/霹靂國際
多媒體原作; T.K 章世炘[漫畫]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8-4 (第 2 冊:精
裝)

女裝妹妹從沒少過麻煩/瘋浪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冊 .-- ISBN 978-986-515-480-6 (第 6 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481-3 (第 7 冊:平裝) NT$250

謊言是戀愛的開端/ハルモト紺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8-6 (平裝) NT$140

戀情有如海市蜃樓/茶渋たむ作; 加
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53 (平裝) NT$130

還是無法開口說愛你/一城れもん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60 (平裝) NT$130

戀愛廚房!/カキネ作; 呂郁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7-0 (平
裝)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89-0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08-8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09-5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10-1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45-3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46-0 (第 10 冊:平裝)

彌賽亞的鐵鎚/あみだむく作; 湯伊
蘋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10-0 (第 2 冊:平裝)

戀 愛 諜 報 機 關 / 丹 下 道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2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6-3 (第 7 冊:平裝)

騎士與隨從: 世上最強主從日誌/三
上敬作;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684-6 (平裝) NT$130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
み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09-4 (第 5 冊:平裝)
癡情男孩的戀愛難題/本庄りえ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34-8 (平裝) NT$130

小說及雜文
7-7 的瑪麗蘇無糖戀愛太難了/努努
湯圓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1-7 (下冊:平裝) NT$240
误踏春/窺花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0910 .-- 2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7-1-1 (精裝) NT$450
SKimmy 的 台 北 戀 愛 圖 鑑 /SKimmy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平 裝 本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45-0-2 (PDF)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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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魔 導 紀 元 . 3= Ray's chronicle: a
brand-new history & those hero in it. 3/
十三(Thirteen)作.插畫 .-- 初版 .-- 桃園
市 : 十三番工房,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204-2-1 (PDF)
中了 40 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
去住了/すずの木くろ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88-1 (第 8 冊:
平裝) NT$200
比方說,這是個出身魔王關附近的少
年在新手村生活的故事/サトウとシ
オ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6-8 (第 3 冊:平裝) NT$200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2-9 (第 17 冊:平裝) NT$200
少年心理師/風念南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78-3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86-515-479-0 (第
5 冊:平裝) NT$240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503-3 (第 1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38-5 (第 16 冊:平
裝)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46-3 (第 89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47-0 (第 90 冊:平
裝)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443-2 (第 76 冊:平
裝)
巴個將軍當靠山/京墨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ISBN 978-986-521-462-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63-0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64-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65-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66-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67-8 (第 6 冊:平裝)
不健全兼職偵探/紫曜日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5790-4 (第 2 冊:平裝)
NT$200
天選者. 3: 可不可以,血拚也來開外
掛?/貓邏著; Welkin 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裝本,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06-6-3
(EPUB)
NT$249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白米良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4-3 (第 11 冊:平裝) NT$200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442-5 (第
102 冊:平裝)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75-2 ( 第 3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476-9 (第
3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77-6 (第 36 冊:平裝) NT$190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526-2 (第 51 冊: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48-7 (第 9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49-4 (第 97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25-5 (第 98 冊:平
裝)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 冊 .-ISBN 978-986-521-421-0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22-7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3-4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4-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25-8 (第 20 冊:平裝)
百鬼夜行. 卷一, 林投劫/笭菁作 .-- 臺
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31-2 (EPUB)
百鬼夜行. 卷一, 林投劫(簡體字版)/
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32-9 (EPUB)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1-2 (第 17 冊:平裝) NT$200
合籠蠱/首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
心工作室,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94-217-6 (全套:平裝) NT$66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97-5 (第 3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98-2 (第 3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28-6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29-3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0-9 (第 35 冊:平裝)
見面一戳絕頂除靈!/赤城大空作; 林
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935 (第 2 冊:平裝) NT$20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493-7 (第
139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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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醫娘子不種田/未燃花火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冊 .-- ISBN 978-986-521-458-6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59-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60-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61-6 (第 4 冊:平裝)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三河ごーすと
作 ; 呂 郁 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4-4 (第 2 冊:平裝) NT$200
非正常海域= Strange seas/凉蟬作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908 .-- 冊 .-ISBN 978-986-99331-0-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9331-1-7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99331-2-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331-3-1
(全套:平裝) NT$920
和沒有信徒的女神大人一起攻略異
世界 1, 全班最弱魔法師/大崎アイル
作 ; 劉 仁 倩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5-0 (平裝) NT$200
垃圾遊戲 online(暫定). 3, 只有我知道
這個垃圾遊戲是真實的/つちせ八十
八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9-9 (平裝) NT$200
夜雨寄北/微辣不是麻辣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0910 .-- 29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7-0-4 (平裝)
NT$42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99-9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00-2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2-3 (第 3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33-0 (第 3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34-7 (第 40
冊:平裝)
武神訣/乘風破浪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15-468-4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69-1 (第
17 冊:平裝) NT$180
花開好時節/宋沉煙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68-5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69-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70-8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71-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72-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73-9 (第 6 冊:平裝)
底 層戰士 , 轉 職成外掛 魔導
師!/kimimaro 作; 賴逸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7-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近戰狂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74-6 (第 8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94-4 (第 82 冊:平
裝)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511-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47-7 (第 6 冊:平裝)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邁向鍛冶工匠之
路/CK 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3-6 (第 4 冊:平裝) NT$200
美人留香/蘇靜初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520-0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21-7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22-4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23-1 (第 4
冊:平裝)
重生王妃忙生娃/白衣素雪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9 .-冊 .-- ISBN 978-986-521-431-9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32-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33-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34-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35-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36-4 (第 6 冊:平裝)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5-465-3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660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67-7 (第 26 冊:平裝) NT$180

首富之路/青衫取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83-8 (第 1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84-5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85-2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86-9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87-6 (第 20 冊:平裝)
星際涅槃/羅霸道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91-2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92-9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93-6 (第 9 冊:平裝) NT$180
娘子好霸氣/閒雲孤夢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ISBN 978-986-521-475-3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76-0 (第 2 冊:
平裝)
凄月(簡體字版)/笭菁等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605-34-3 (EPUB)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44-9 (第 12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90-6 (第 12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91-3 (第 1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92-0
(第 129 冊:平裝)
校花的痞子男神/柳岸花又明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冊 .-- ISBN 978-986-521-512-5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13-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14-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15-6 (第 4 冊:平裝)
鬼滅之刃 風之道標/吾峠呼世晴原作;
矢島綾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91-1 (平裝) NT$200

食用系少女: 小圓的純天然珍奶限量
發 售 !/ 值 言 作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697-6 (平裝) NT$20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88-3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07-1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543-9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44-6 (第 14
冊:平裝)

重逢= Meet again/青雲姐姐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林沛瑩,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7918-7 (EPUB)
NT$65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78-4 (第 2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79-1 (第 22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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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 ISBN 978-986-521-480-7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81-4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82-1 (第 25 冊:平裝)
眾口鑠金/悍兔著 .-- 初版 .-- 台北市 :
悍兔, 10908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98-0-4 (平裝) NT$280
淒月/笭菁等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
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33-6 (EPUB)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85-1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86-8 (第 5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875 (第 6 冊:平裝) NT$190
將軍好顏色/匪玥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37-1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38-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39-5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40-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41-8
(第 5 冊:平裝)
眾神之誰與爭鋒/典玄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ISBN 978-986-515-488-2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89-9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90-5 (第 6 冊:平裝) NT$190
排球少年!!小說版!!. XI, 畢業生們/古
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林香吟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92-8 ( 平 裝 )
NT$200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冬原
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0-5 (第 21 冊:平裝) NT$200
混亂情話⇔等邊 3P 含豎/東尋問酒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52-4 (平裝) NT$290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 V/どぜ
う丸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6-7 (平裝) NT$200
魚龍舞. 卷十/默默猴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未來數位,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87114-9-5 (平裝)
NT$18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57-9 (第 6 冊:平裝)

掌上金珠/蘇小涼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可橙文化工坊, 10910 .-- 冊 .-ISBN 978-957-662-786-6 (全套:平裝)
NT$560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冊 .-- ISBN 978-986-521-451-7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1-6
(第 20 冊:平裝)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45-6 (第 99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77-7 (第 10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24-8 (第 101
冊:平裝)
單行向北: 336 公里的單程票/蔡大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9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77-7 (平裝) NT$250
開掛詩仙蘿莉與我的轉生修羅場/逸
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98 (第 1 冊:平裝) NT$20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9 .-- 冊 .-ISBN 978-986-515-470-7 (第 2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714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72-1 (第 28 冊:平裝) NT$180
紫羅蘭和荊棘鳥= Violet & thorn bird/
唐酒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909 .-- 4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31-4-8 (精裝) NT$600
新 月 球 帝 國 / 伊 恩 . 麥 克 唐 諾 (Ian
McDonald)著;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0910 .-- 冊 .-- ISBN 978986-344-819-8 (全套:平裝) NT$1250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50-0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96-8 (第 3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27-9 (第 36 冊:平裝)
*預知夢/東野圭吾(Keigo higashino)作;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66-5 (EPUB) NT$320
傻妻臨門/名悠悠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1-452-4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53-1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54-8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55-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56-2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542-2 (第
16 冊:平裝)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95-0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94-3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96-7 (第 9 冊:平裝) NT$180
*嫌疑犯 X 的獻身/東野圭吾作; 王蘊
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68-9 (EPUB) NT$420
極樂淨土/世末鴿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97-4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98-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99-8 (第 9 冊:平裝) NT$180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徐維
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782 (第 2 冊:平裝) NT$200
蒼青之劍/幽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00-1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01-8 (第 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025 (第 9 冊:平裝) NT$180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0 .-- 冊 .-ISBN 978-986-521-504-0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05-7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06-4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39-2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40-8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41-5 (第 18 冊:平裝)
優 雅 貴 族 的 休 假 指 南 . 1=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78-8 (PDF)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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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雅 貴 族 的 休 假 指 南 . 2=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79-5 (PDF) NT$320
優 雅 貴 族 的 休 假 指 南 . 3=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0-1 (PDF) NT$320
優 雅 貴 族 的 休 假 指 南 . 4=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81-8 (PDF) NT$320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75-1 (第 1 冊:
平裝) NT$200
*飄浮= Elevation/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楊沐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69-6 (EPUB) NT$280
魔王陛下 RETRY!/神埼黒音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787-4 (第
2 冊:平裝) NT$200
*爛柯棋緣/真費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483-7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482-0 (第
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484-4 (第 9 冊:平裝) NT$190
*魔笛: 童話推理事件簿/陳浩基作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567-2 (EPUB)
NT$350
靈書/火槍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1-407-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08-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409-8 (第 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10-4 (第 4 冊:平裝)

其他
2020 回憶錄/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
作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領袖發

展協會, 10911 .-- 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501-0-7 (平裝)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6-1-9 (精
裝) NT$799

215 個人生智慧小故事/蕭衛編著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30-6-5 (PDF)
NT$320

A Christmas Carol/original author
Charles Dickens; adaptor Scott Fisher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7-4 (25K 平裝附光碟片)

30 年不生病的健康管理法: 呼吸道權
威醫師透過科學實證的 24 小時生活
防病習慣,輕鬆打造最強體質= 絶対
に休めない医師がやっている最強
の体調管理/大谷義夫著; 李貞慧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5-8 (PDF) NT$360
55 週 年 校 慶 成 果 專 輯 = The
achievement publication of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成和正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科大, 10908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615-53-6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65 後的春天.青銀共融/黃棋楓等編
輯 .-- 臺北市 :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10908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839-3-3 (平裝) NT$425
<<夢幻模擬戰手遊版>>公式設定集
= Langrisser/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5674-7 (平裝)
论语浅释/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
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1-9-5
(EPUB)
论语浅释/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
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0-6
(PDF)
¡Vamos!/劉紹彬作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522-14-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2-15-5 (第 2 冊:平裝)
一座往地下室的樓梯/鄭元欽圖.文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4046-6 (精裝) NT$320
猫 樣 女 孩 : 太 平 洋 の 味 /Uncle 9
Culture, 傑拉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曖
維多媒體廣告行銷, 10909 .-- 168 面;

AI 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再読:
短編小說を起点として/葉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8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38-949 (平裝) NT$400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author
Ruan Guang Min .-- 1st ed.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0910 .-- 1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95-429-2 (平裝)
Aplicación dinámica de la traducción
funcional: estudio integral de los factores
contextuales/Ku Meng-hsuan 作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09 .- 1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36-9-1 (平裝)
Chemistry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by Clair N. Sawyer, Perry L.
McCarty, Gene F. Parkin .-- 臺北市 : 麥
格羅希爾, 10908 .-- 7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0-6 (平裝)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9/ .-- 臺
北市 : 臺灣民主基金會,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41-81 (平裝)
Chinese↔English court interpreting:
exploring and investigat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s/張中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908 .-- 19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579-4-8 (平裝)
NT$450
CP 值超高的行銷技巧/顧柳堃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08-4 (EPUB)
DELPHI IN DEPTH: DATASNAP 網站
應用程式全端開發/吳祐賓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大匠之風,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300-3-3 (PDF)
ESP-business and management/Hui-Jing
Hsiao 等作 .-- 一版 .-- 臺中市 : 智翔
文化,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06-7-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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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design/Kai-Ru Cheng 等作 .-- 一
版 .-- 臺中市 : 智翔文化,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06-87 (平裝)
European dream and reluctant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essons for ongoing
Asian regionalism/by Hungdah Su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0909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0-414-6 (精
裝)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EL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films:
language
usage,culture
negotiation,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Tzu-chia Chao[ 作 ] .-- 1st
ed.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131 (平裝)
Hiroyuki Matsuura 松浦浩之 SUPER
ACRYLIC SKIN: Quiet World/誠品畫
廊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誠品,
10909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599-61-1 (平裝)
Inés. mi primera aventura/Mario
Moreno[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佳臺
書店, 10908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05-4-4 (平裝)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020 CN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王雅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18-9350 (平裝)
*Inside insignia/author Chris Chang, W.
Eugene Roberts .-- first ed. .-- 新竹市 :
金牛頓藝術科技,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8779-9-3 (PDF)
*Insignia 的关键秘诀(簡體字版)/张慧
男 (Chris Chang), 尤 金 . 罗 伯 茨 (W.
Eugene Roberts)合著 .-- 第一次 .-- 新
竹市 : 金牛頓藝術科技,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3-0-0 (PD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uthor Alan Ka-Lun Wong et al.;
editor-in-chief Lung-Sheng Lee, Yi-Fang
Lee .-- 臺中市 : 中臺科大, 10907 .-39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5351-3-7 (平裝)

Linda Lin (Lâm Huệ Lan) nghệ thuật
ươmtrồng hạt giống trong chậu/nhà
sáng tạo Linda Lin; tổng biên tập Lin Hui;
dịch sách Đoàn Thị Lan Anh Trung tâm
giảng dạy ngôn n .-- bản 1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389-4-5 (EPUB)

會, 10909 .-- 1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94-5-4 (平裝) NT$3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22-179 (平裝)

Startup Taiwan :foreigners business
guide/Paolo Joseph L. Lising 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 109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9036-283 (平裝) NT$650

Linda Lin kesenian bonsai biji
benih/pengarang Linda Lin; editor Lin
Hui .-- edisi 1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
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89-0-7 (EPUB)

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3:
glocalization of Buddhism/co-editor
Venerable Miao Guang, Venerable
Juewei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909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53-4 (平裝)

Линда
Лин
<<искусство семян
бонсай>>/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Лин Хвей;
x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оздатель
Линда
Лин;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Елена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ое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
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89-2-1 (EPUB)

Linda Lin seni bonsai dari biji/penulis
Linda Lin (Lin Huilan); editor Utama Lin
Hui; penerjemah Buku Yufita Ng,
Jurusan Penelitian .-- pertama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389-3-8 (EPUB)
Linda Lin tohum ekme sanatı/tohum
ekme sanatı uygulaması Linda Lin;
yönetici editör Liao Hui Lin; kitabın
Çince-Türkçe tercümesi .-- İlk Baskı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7-9-7
(EPUB)
Linda Lin: L'arte del seme bonsai/design
dei bonsai e modellatura Linda Lin;
editore e direttore responsabile Lin Hui;
traduzione del .-- prima ed. .-- 新北市 :
領飛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389-5-2 (EPUB)
New
illustrated
edition
on
acupuncturology/edited by Jaung-Geng
Lin, Yu-Chen Lee, Chao-Tsung Chen .-1st ed. .-- 臺中市 : 中國醫藥大學,
10908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778-69-8 (精裝)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2/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605-36-0 (平裝)
Phonics fun. 3/by Skyline Research
Team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0909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8895-0 (平裝)
PinkSir 趙樹海貼圖/趙樹海作 .-- 臺中
市 : 兜利,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484-0-1 ( 平 裝 )
NT$380
Scratch3 這樣學就對了/陳記住, 黃士
芬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科丁聯盟協

The proceeding series on the 2019 East
Asia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law
and
policy/edited by Hsing-Hao Wu, Michael
C. Huang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66-6 (平裝) NT$300
The Voronoi model and fractals/author
Vojislav V. Mitić et al. .-- 新竹市 : 清
大出版社, 10908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16-82-7 ( 平 裝 )
NT$500
The well-tempered us/by Son Ni .-- 臺北
市 : 我親, 10908 .-- 8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3595-9-7 (精裝)
TOEIC 主題字彙快易通: Vocabulary
Express 3000/Andrew Crosthwaite 作 .-第二版 .-- 臺北市 : 敦煌, 10909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086 (平裝) NT$450
Topic and conditions on topicaliz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林賢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9 .-- 1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147-924-8 (平裝)
NT$320
Tune in: improving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7-9 (第
3 冊:平裝)
Wee talk! wee play! green/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1st ed. .-- 臺北
市 : 佳音, 10910 .-- 88 面; 22X23 公
分 .-- ISBN 978-957-448-491-1 (平裝)
Your turn to speak/Chia-jung Tsai, Tzuying Liu, Chun-ching Hsieh[作] .-- 1st
ed.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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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走過從前/天下編輯著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8-594-5 (PDF) NT$260
一看就會的作文書/管家琪, 翁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9345-10 (全套:平裝) NT$980
*一週七天,沒有一天叫做「有一
天」: 10 個讓夢想成真的秘密心法,
找回你想要的人生!= Someday is not a
day in the week/莎曼.霍恩(Sam Horn)
著; 林師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64-0 (EPUB) NT$350
人工智慧與影像知識詮釋化/羅崇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4-5 (EPUB) NT$330
人生教會我的是......: 生命教練黑幼
龍好想與你分享,那些稍縱即逝的人
生關鍵時刻/黑幼龍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8-601-0 (PDF) NT$380
八字秒斷擂台/陳添賜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陳添賜,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23-1 (平裝)
NT$300
二 胡 運 弓 攻 略 法 = ERHU bowing
method/曾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仙靖貿易,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1027-6-7 ( 平 裝 )
NT$420
人醫仁醫: 打造醫療桃花源/林碧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42-1 (EPUB) NT$260

人類的生命: 論調節生育通諭/天主
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
主教團, 10909 .-- 4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8275-7-7 ( 平 裝 )
NT$120
*大叮噹科學世界= The big ding dang
science world/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908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5-6 (平裝) NT$550
山海經/(東晉)郭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旗,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9436-2-8 (全套:平裝) NT$450
小鹿圖= Xiaolu tu/陳曉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Studio 116, 10908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253-3-1 (平
裝)
小學生年度學習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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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76-8 (EPUB) NT$480
大學學測寫作必備手冊: 英文寫作起
承 轉 合 運 用 =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 張 維 總 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2-3 (平裝) NT$150
中小學生的交友、戀愛、網路煩惱/
梶塚美帆作; 李敏華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22-241-3 ( 全 套 : 平 裝 )
NT$950
心手集: 學生作品精選. 参/正修學校
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 高雄市 :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10907 .-4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8988-9 (平裝)
日本語の談話における言語行動の
諸相: ばかし表現、心情態度、談話
標識に着目して/吳秦芳作 .-- 新北
市 : 尚昂文化, 10908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38-7-7 (平裝)
NT$600
少年新眼光讀經: 此時王后有話要說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 初版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10910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858 (平裝)

巴奇哭了/吳冠儀作 .-- 第一版 .-- 桃
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740-51-0 (精裝)
NT$320

世 界 地 圖 集 ( 放 大 清 晰 版 )/ 周 宇 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輿, 10908 .-208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386191-1 (平裝) NT$800

*心海三部曲之二: 賴惠如創作展作
品集/賴惠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0908 .-- 5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3-464-1 (平裝)

*永恆的凝望: 天才閃耀的時代=
Eternal gaze/謝哲青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65-8 (EPUB) NT$315

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別讓沉默扼殺了
你 和 團 隊 的 未 來 != The fearless
organization: creating psychological
safety
in
the
workplace
for
learning,innovation,and growth/艾美.艾
德蒙森(Amy C. Edmondson)著; 朱靜
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3-4 (PDF) NT$420

世界最溫馨的哲理書/蕭衛編著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130-7-2 (PDF) NT$300

中國歷史的做局謀略/墨子非編著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30-5-8 (PDF)
NT$300
日華大辭典/林茂編修 .-- 初版 .-- 臺
北市 : 蘭臺,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137-9-9 (全套:平裝) NT$12000
幻想中的朋友= Imaginary friend/史蒂
芬.切波斯基(Stephen Chbosky)著; 陳
芙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91-7 (EPUB) NT$462
太魯閣族文化與福音轉化= Suyang
kari pttuku kndsan seejiq Truku/吳政義
(Haru Kincyang)等作.母語翻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
10909 .-- 9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0-3 (平裝) NT$50

世界觀與寰宇文化之窗= Window on
world views and global cultures/黃宣穎
等編著; 朱介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0909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14-4-1 (平裝)
外婆啊外婆= In memory of my dearest
grandma/王珮倫作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740-47-3 (精裝)
NT$580
*正畸临床之拾⻉集: 从优秀到卓越
( 簡 體 字 版 )= Clinical pearls of
orthodontics: from good to great/张慧男
(Chris Chang), 李双安(Angle Lee), 尤
金.羅伯茨(W. Eugene Roberts)作; 戴红
卫, 郑雷蕾, 张林林主譯 .-- 第一次 .-新竹市 : 金牛頓藝術科技, 10908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8779-8-6
(PDF)
布農聖詩(超薄)= Bunun tu Huzasing/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聖詩委員會
編輯 .-- 二版 .-- 南投縣 : 臺灣基督長
老布農聖詩會, 10909 .-- 9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4697-2-3 (精裝)

中醫居家病歷範本. 2020=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ome
care/賴榮年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10908 .-- 12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81405-9-2 (平
裝)

可傳遞信息. 1, 確定你與神的關係=
How you can be sure you are a Christian/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
部,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50-9-5 (EPUB) NT$35

台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 7/賴
錦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9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4-4 (平裝) NT$300

可傳遞信息. 2, 經驗神的慈愛和赦免
= How you can experience God's love
and forgiveness/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
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
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34-0-6 (EPUB)
NT$35

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早期介入服務
實務指引/廖華芳主編 .-- 臺北市 : 慶
寶勤勞 社會福 利慈 善事業 基金會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80-0-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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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傳遞信息. 3, 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How you can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34-1-3 (EPUB) NT$35

古龍評論全集/秦懷冰等主編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冊 .-- ISBN
978-986-352-880-7 ( 全 套 : 平 裝 )
NT$1350

可傳遞信息. 4, 靠聖靈行事= How you
can walk in the spirit/白立德著; 台灣學
園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
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4-2-0 (EPUB)
NT$35

用簡單的思維就可以創造財富/陳書
凱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30-4-1
(PDF) NT$260

可 傳遞 信息 . 5, 有果效 的作 見證 =
How you can be a fruitful witness/白立
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版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34-3-7 (EPUB) NT$35
可 傳遞 信息 . 6, 領人歸 主的 秘訣 =
How you can introduce others to Christ/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
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34-4-4 (EPUB) NT$35
可 傳遞 信息 . 7, 協助完 成大 使命 =
How you can help fulfill great
commission/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
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
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434-5-1
(EPUB)
NT$35
可傳遞信息. 8, 憑信心愛人= How you
can love by faith/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
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
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34-6-8 (EPUB)
NT$35
可傳遞信息. 9, 信心的禱告= How you
can pray with confidence/白立德著; 台
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4-7-5
(EPUB) NT$35
他與牠/陳威諺作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52-7 (精裝)
NT$360
台語歌謠鋼琴演奏曲集= Taiwanese
songs piano collections/陳亮吟編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麥 書 國 際 文 化 ,
109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7-6 (平裝)

台灣民謠改編音樂會練習曲=
Concert études for developing pianists
inspired by Taiwanese folk songs/廖幼
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斐亞文化藝
術, 10908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354-9-8 (平裝)
台灣競爭力的故事/吳迎春等作; 蕭
蔓主編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95-2
(PDF) NT$250
有一雙手/吳智琳作 .-- 第一版 .-- 桃
園 市 : 網 迅雲 端 , 10908 .-- 32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497 (精裝)
吉 他 和 弦 百 科 = Guitar chord
encyclopedia/潘尚文編著 .-- 十版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0908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8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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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7-2 (PDF)
百合世界: 為了繪畫出互相吸引的兩
人的 POSE 寫真集/長谷川圭佑監修.
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
計, 10908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0-1 (平裝) NT$700
先後合天中運坐道坐諦釋義/孚聖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先天救教道院
臺灣總主院,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7943-2-9 (全套:平裝)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大會手冊. 第三十
屆 = Cryptolog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erence (CISC2020)/ 陳 嘉
玫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資訊安全
學會, 10909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377-6-0 (平裝)
地球編年史/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宋易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星球,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6857-8-8 (全套:平裝) NT$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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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的煉金方「晨」式: 把握起
床後的黃金 1 小時,讓財富翻倍!/哈爾.
埃 爾 羅 德 (Hal Elrod), 大 衛 . 奧 斯 本
(David Osborn), 昂 諾 莉 . 寇 德
(Honorée Corder)著; 林靜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314-66-4
(EPUB) NT$320
把快樂分享給傷心的你/捲捲圖.文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06-9-4 (PDF)
NT$320
你的自信,一定會替你帶來好運/江映
雪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7-8 (平裝) NT$38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李常受原
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908 .-- 6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6-455-2 (第 4 冊:精裝)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南斗宮/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 初
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9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42-54 (平裝)
李智慧生存遊戲/權修仁, 高誠陪著;
DIC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1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175-568-7 (平裝) NT$500
李登輝訪日秘聞/王輝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09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01-919-5 (平裝)
NT$380
孝經淺釋. 上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
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1-5-7 (PDF)
孝經淺釋. 下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
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1-6-4 (PDF)
孝經淺釋. 上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
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1-7-1 (EPUB)

孝經淺釋. 下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
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1-8-8 (EPUB)
改寫平凡人生: 小故事中的成功學/
楊靖慈編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29-5 (PDF)
何謂因信稱義?= What i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費斯柯(J.V.Fesko) 著;
郭熙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9-4-4 (平裝) NT$140
何謂信心?= What is faith?/凱伊.理查
(Guy M. Richard)著; 郭熙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9-3-7 (平
裝) NT$140
*沉默契約: 解開那些埋藏在我們人
際 關係 中的 「無 聲地 雷」 != Silent
agreements/琳達 D. 安德森, 索妮雅 R.
班克斯, 蜜雪兒 L. 歐文斯著; 陳芙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67-1 (EPUB) NT$350
*李醫師論論語愛的 500 講: 附孔子
十八賢能/李家雄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16-447-8
(EPUB)
NT$450
東方當代墨彩畫會聯展. 109/曾盈齊
等作 .-- 臺北市 : 曾盈齊, 109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70 (平裝)
近 代臺灣政 經與兩岸 論衡 / 陳添壽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908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96-0
(EPUB) NT$200
刻 在 你 心 底 的 名 字 寫 真 書 = Your
name engraved herein/氧氣電影作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909 .-- 1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459-0-5 (平
裝) NT$420
迎旭東臺: 十人書法展作品集/李國
揚主編 .-- 臺東縣 : 林永發, 10908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3-6 (平裝) NT$350
呼吸就能懂的心理學/郭琳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09-1
(EPUB)

管理顧問,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06-2-0 (APP)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 金門原住
民族論壇成果報告. 2019/盧延根總編
輯 .-- 新北市 :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
進會,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692-6-1 (平裝) NT$180

洪 上 翔 創 作 論 述 : 煙 嶼 = Misty
landscape/洪上翔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糧光書坊, 10907 .-- 11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387-0-9 (平裝)

制服男友: Men in Uniforms 寫真集/曾
崇倫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4-054-7 (平裝)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 晶華
國際酒店集團的故事=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of elite enterprise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王國欽等著; 林敬
堯總編輯 .-- 二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927-0 (平裝) NT$120
阿 美 族 文 化 與 福 音 轉 化 = O fun-ki
no'Amis ato mala Nga'ayay Ratoh/張培
理 (Fuyan Suda) 作 ; 林 茂 德 (Namoh
Mayaw)母語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09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637-88-0 (平裝)
NT$50
*受害者情結: 擺脫惡性糾葛的人際
關係,重新找回完整的自己!/蘇絢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65-7 (EPUB) NT$320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李筱倩總編輯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 10908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8695-6 (精裝) NT$1000
林
惠
蘭
Linda
Lin
หลินฮุ่ยหลานศิลปะการปลู กเมล็ดพัน
้ ้ ยน
ี
ธุ ์ในกระถาง/ผูเขี
หลินฮุ่ยหลาน;
หัวหน้าบรรณาธิการ
หลินฮุย;
ผูแ้ ปลหนังสือ อาจารย ์อัญธิกา มะโนวงศ ์
้ั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 .-- ครงแรก
.-- 新北市 : 領飛
無限文創,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89-1-4 (EPUB)
法蒂瑪世界使徒職 CELL 祈禱會手
冊/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
10908 .-- 1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66-0-5 (平裝) NT$200
知 識型商品 的 文案寫 作課 / 姚詩豪
(Bryan)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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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社會,學: 給 99%人民的社會學
讀 本 / 台邦. 撒沙勒等 作 ; 趙恩潔 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9444-27 (全套:平裝) NT$800
昨日的夢/朱家萱作 .-- 第一版 .-- 桃
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740-50-3 (精裝)
NT$350
英文單字語源漫畫圖鑑 超幽默高效
單字記憶法/肘井學作; 劉建池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45-5 (平裝)
流 行趨勢的 膚色系統 應用 / 顏志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88-3 (EPUB) NT$190
看見遠距新視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資策會教研所,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3-6 (平裝) NT$350
春風化雨: 鍾榮富教授榮退論文集=
Breeze and rain: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Raung-fu Chung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羅勤正作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8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17 (平裝) NT$360
故宮文物日曆. 二 0 二一年歲次辛丑
/施世昱等撰文 .-- 初版 .-- 宜蘭縣 : 台
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10909 .-- 7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5649-39 (精裝) NT$880
耍廢時看的經濟學: 經濟學名詞懶人
包/劉瑩, 田小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52-04-6 (EPUB)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套書.
2/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9 .-- 冊 .-- ISBN 978957-32-8862-6 (全套:平裝) NT$499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物理課. 上:
40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物理/胡妙芬
作; LIS 情境科學教材總監修; 陳彥伶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8-4 (EPUB)

- ISBN 978-957-0328-44-8 ( 精 裝 )
NT$650

科學史上最有梗的 20 堂物理課. 下:
40 部 LIS 影片讓你秒懂物理/胡妙芬
作; LIS 情境科學教材總監修; 陳彥伶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59-1 (EPUB)

孫運璿傳/楊艾俐著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93-8 (PDF) NT$320

音響入門誌. vol 2, 無線擴大機篇=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川音箱, 10908 .-- 1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2179-65 (平裝) NT$3280
音響入門誌. vol 3, DAC &耳擴篇=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川音箱, 10908 .-- 1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2179-72 (平裝) NT$2680
家= Family(簡體中文英文對照)/白雲
老禪師(Ch'an Master Pai-yün)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0908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79-2-7
(PDF) NT$100
高一文法俱樂部: 關係詞= Grammar
club: relative pronouns/張維總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1-6 (第 1 冊:平裝) NT$120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
手 冊 =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
維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
文, 109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4-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50
高二中級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Intermediate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8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3-0 (平裝) NT$150
剛才我已下定決心,今年要過一個最
怦然心動的春天/沙惠里著; 山科
TINA 繪.漫畫; 林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裝本,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8906-7-0 (PDF) NT$250
馬祖 1979= Matsu/阮義忠作 .-- 新北
市 : 攝影家,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迷路的麋鹿/施心華作 .-- 第一版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480 (精裝) NT$500

秘境呼吸: 房思瑜/房思瑜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3-83484 (平裝) NT$520
浪漫擬真甜點練習本: 用黏土製作精
緻的夢幻甜品/Momo 作 .-- 初版 .-- 基
隆市 : 魚魚森林工作室,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97-1-6 (PDF)
NT$200
破擊假新聞: 解析數位時代的媒體與
資訊操控/蘇蘅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30-0 (EPUB)
做人要有心機,做事要有心計/公孫先
生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8-5 (平裝) NT$380
做人要藏心,做事要留心. 見機行事
篇/王渡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6-1 (平裝) NT$380
*莎士比亞給人生最有用智慧/莎士
比亞原著; 陳書楷編譯 .-- 臺北市 : 華
志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30-8-9 (PDF) NT$260
*笛卡兒的思辨健身房: 我在法國教
哲學,看法國學生怎麼學「思考」和
「論述」?/孫有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57-9314-68-8
(EPUB)
NT$210
崇 拜 主 禮 指 南 / 泰 瑞 . 詹 森 (Terry L.
Johnson)著; 榮懌真翻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迦南翻譯出版社, 10908 .-- 3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91-02 (精裝) NT$500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1/陳宥潞編
著 .-- 新北市 : 陳宥潞,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538 (平裝)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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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zip/李慧敏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52-07-7 (EPUB)
從教育美學的觀點探討審美意識注
入 大學社會 實踐課程 之研究 / 王玫
著 .-- 新北市 : 王玫, 109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6-6 (平
裝)
情意因素對科技大學非英語主修學
生 英 語 成 就 之 影 響 = The effects of
affective factors on english achievement
among non-english majors at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王琪著 .-- 新北
市 : 王琪, 10908 .-- 9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7934-7 (平裝)
基督教真偽辨(紀念包義森牧師版)=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梅 晨
(Gresham Machen)著; 包義森(Samuel
Boyle)翻譯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069-5-1 ( 平 裝 )
NT$340
*寂寞的杜岳= The lonely Alexander/
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907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163 (平裝) NT$300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線上研討會
JCMIT 2020 論文集. 2020 年= The
proceeding of 2020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wain/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10908 .-- 2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330-9-1 (光碟片) NT$1000
理論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中的語料
庫研究英文版/李雙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08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80460-1 (平裝) NT$440
彩繪臺灣: 著色本/周宇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輿, 109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6-192-8 (平
裝) NT$99
創世貓遊戲國. A, 玩麥塊學程式: 使
用微軟 MakeCode 程式= Minecraft:
education edition/鍾政信作 .-- 一版 .-桃園市 : 龍行文化, 10909 .--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248-0-1 (平裝)
貴在真心: Z 咖小模貴貴圖文創作寫
真書/劉貴華(貴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 10910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34-11-0 (平裝)
NT$520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0-2 (平
裝) NT$250

分 .-- ISBN 978-957-503-675-1 (EPUB)
NT$380

馮依文= Yi Wen Feng/馮依文作 .-- 初
版 .-- 花蓮縣 : 阿色紀, 10909 .-- 3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5936-56 (平裝) NT$50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五輯, 2016 黃鐘文稿/黃輔棠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2-6 (平裝) NT$250

微感測器於物聯網之應用開發系列
(技術報告)/曾騰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曾騰輝, 10908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9-9 ( 平 裝 )
NT$45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六輯, 2017 黃鐘文稿/黃輔棠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3-3 (平裝) NT$250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李洙德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百利, 10909 .-566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6975-5-2 (平裝) NT$700

莿桐阮ㄟ愛= Cihtong Taiwan/楊明亮
主編 .-- 初版 .-- 雲林縣 : 雲縣莿桐鄉
農會, 10909 .-- 13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89117-1-0 ( 精 裝 )
NT$580
黃博昭教授養心文集/黃博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臟學會, 10908 .-- 1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28895-27 (平裝) NT$200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 2020: 數
位互動體驗與新媒體藝術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Digital Design. 2020: experience of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new media art/南
臺科技大學數位設計學院多媒體與
電腦娛樂科學系編輯 .-- 第一版 .-- 臺
南市 :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479-3-9 (PDF)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一輯, 1993-1999 黃鐘創法的故
事/黃輔棠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
音樂文化, 10908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48-9 ( 平 裝 )
NT$25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二輯, 1999-2012 黃鐘在台灣師
訓與活動記錄/黃輔棠作 .-- 初版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1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496 (平裝) NT$25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七輯, 2018 黃鐘文稿/黃輔棠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8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4-0 (平裝) NT$25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八輯, 2019 黃鐘文稿/黃輔棠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5-7 (平裝) NT$250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三輯, 2013-2014 黃鐘試在香港
與大陸推廣/黃輔棠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67 面;

黃鐘歷年教學、師訓、活動文章總
滙. 第四輯, 2015 黃鐘文稿/黃輔棠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8 .--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1-9 (平裝) NT$250
農's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農
業體驗密技大公開!/周季嬋採訪撰
稿 .-- 臺 北 市 : 農 村 發 展 基 金 會 ,
10908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659-7-1 (平裝)
傳承: 紀念林尹教授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第二輯/凌亦文, 黃靖軒編輯 .-- 新
北市 :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9777-7-8
(PDF)
經典再現: 蔡篤釗創作個展/蔡篤釗
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10909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4-1-6 (平裝)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一.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08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54 (平裝)
搬家/徐元晶圖.文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網迅雲端, 10908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45-9 (精裝)
董舜文薩克斯風教學. 2020/董舜文編
著 .-- 第三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樂,
10908 .-- 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246-7-8 (第 1 冊:平裝附數位影
音光碟)
預備教育的未來: 新時代的學習樣貌,
打造面對挑戰的適應力、恆毅力與
自我學習力= Prepared: what kids need
for a fulfilled life/黛安.塔文納(Diane
Tavenner)著; 劉嘉璐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
123

當薩滿巫士遇上腦神經醫學= Power
up your brain: the neuroscience of
enlightenment/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 蒲大衛(David Perlmutter)著;
李育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
能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236-3-7 ( 平 裝 )
NT$470
漫步街頭找鳳林/劉青松編著 .-- 初
版 .-- 花蓮縣 : 劉青松, 10910 .-- 27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613 (平裝) NT$300
聚於行間= In-betweens/周明韻著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龍華科大, 10908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606-9-8 (平裝)
精耕五一 繼往開來: 台北市彰化縣
同鄉會創會五十一周年慶特刊/林冠
潤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市
彰化縣同鄉會, 10908 .-- 2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07-1-4 (精裝)
說話有技巧,效果會更好/楚映天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39-2 (平裝) NT$380
暢遊海南必備句型 300 句與情境對
話(附英文翻譯)/黃揚升, 丹丹老師
著 .-- 1 版 .-- 臺中市 : 黃揚升,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939-2
(PDF) NT$100
臺灣沿海塑膠微粒四季調查: 島航普
拉斯計畫成果報告. 2019/財團法人黑
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 初版 .-- 花蓮
縣 :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10908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0224-9 (平裝)
臺灣園景精選= Gardens and parks of
Taiwan/王小璘, 何友鋒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王小璘, 10908 .-- 3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995-8 (平裝)
臺灣養豬統計手冊. 2019= Taiwan pig
production statistics/王忠恕總編輯 .-臺北市 : 中央畜產會, 109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6867-8-6 (平
裝)

聰 明女人的 幸福管理 學 /方子君編
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25-1 (PDF)

澄心清神: 李丞鏞作品集/李丞鏞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李丞鏞,
10908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972-9 (精裝) NT$2000

賽 德 克 族 文 化 與 福 音 轉 化 = Waya
Sediq/Seediq/Sejiq mi sbrahan kari Utux
Baraw/Watan Diro 作 ; 魏 錫 欽 (Peyto
Ukan), Watan Diro, 娃旦巴 萬 (Watan
Pawan)母語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09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637-89-7 (平裝)
NT$50

箴言: 客語漢字本千年智慧書=
Proverbs: Hakka Han version wisdom of
the ages/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
會, 1091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95-1-6 (平裝)

簡易日本歷史(日文版)/鴻儒堂編輯
部編; 川島尚子增補 .-- 初版 .-- 臺北
市 : 鴻儒堂,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230-45-5 ( 平 裝 )
NT$250

靠近愛: 人醫仁醫. 2/林碧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43-8
(EPUB) NT$250

簡明結構力學/饒茂容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饒茂容, 10908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985-9 (平裝)
NT$350

墨香默藏= Poem & life & photo/蚊子
呆作 .-- 臺北市 : 蚊子呆, 10909 .-- 1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468-03 (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申命記/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0909 .-冊 .-- ISBN 978-957-475-141-9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42-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43-3
(第 3 冊:平裝)

*銷售專業服務的系統化做法/張國
洋(Joe)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
管理顧問,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06-1-3 (APP)
躺著讀企業管理/朱松梅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06-0
(EPUB)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丁菱娟解密 26
堂公關課/丁菱娟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8-591-4 (PDF) NT$350
賦權= Empowermet/張文隆著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 10908 .-38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614-5-1 (平裝) NT$450
默化: 朱沅芷.朱禮銀= Yun Gee & Lilan: natural influence/朱沅芷, 朱禮銀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0909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346-0-2 (精裝)
霍布斯邦的年代四部曲系列/艾瑞克.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王章輝
等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麥 田 ,
10909 .-- 冊 .-- ISBN 978-986-344-8129 (全套:平裝) NT$1500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民數記/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0908 .-冊 .-- ISBN 978-957-475-144-0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45-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46-4
(第 3 冊:平裝)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 學會了,就
能突破內在盲點,達成人生目標/陳茂
雄, 林文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2-7 (PDF) NT$360
薩提爾教練模式: 學會了,就能激發
員工潛力,讓部屬自己找答案!/陳茂
雄, 林文琇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04-1 (PDF) NT$350
藝彩風華: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會員
聯 展 . 2020= Taiwan International
Watercolor Association Exhibition/林仁
山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國際水彩
畫協會, 10908 .-- 10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2312-9-0 ( 平 裝 )
NT$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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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魚騎士: <<校外教學>>海洋書包
創作計畫學習手冊/竹圍工作室, 採
集人共作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竹
圍工作室, 10908 .-- 4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2680-5-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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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250-2-0
(EPUB) NT$400
寶島暖實力: 在臺灣真切活著的 36
顆心/陳德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
藍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17-5 (EPUB) NT$420
籃球之神和最接近神的男人/張佳瑋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冊 .-- ISBN 978-986-522-183-6 (全套:
精裝) NT$700
聽.寫 霍剛= Ho Kan/霍剛口述; 鄭乃
銘著 .-- 臺北市 : 華藝文化, 10908 .-28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4488-8-8 (平裝) NT$800
*聽力保健室: 專業聽力師教你打造
優質「聽」生活/黃銘緯, 曾雪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63-3
(EPUB) NT$280
鑑古知稅務法規/李洙德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百利, 10909 .-- 68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975-4-5 (平
裝) NT$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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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69-5 (PDF) NT$320
靈活運用說話攻略/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08 (平裝) NT$380
*新譯幽夢影/馮保善注譯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8-7 (EPUB)
*新譯四書讀本/謝冰瑩等編譯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4-1 (EPUB)
*笛卡兒/孫振青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22-4 (EPUB)

我的菩提路. 第六輯/劉惠莉等著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91-7-9 (PDF)
*痛史: 古典中醫的生命論述/林伯欣
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9-3221-7 (EPUB)
保養,從肌本做起: 跟著皮膚科醫師
打造動人美肌/趙昭明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8-7 (EPUB)
*老臺灣/陳冠學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20-1 (EPUB)
*讀書與生活/琦君著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8-9 (EPUB)
*牡丹亭/(明)湯顯祖原著; 張博鈞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18-8 (EPUB)
*紅樓夢/(清)曹雪芹原著; 永樂多歡
編 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9-5 (EPUB)
*賣牛記/琦君著; 田原圖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17-1 (EPUB)
*無法掩藏的時候/陳肇文作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07-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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