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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網址為：http://isbn.ncl.edu.tw。 

七、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推出「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歡迎各界訂閱指教，網址：http://tp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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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三民主義 / 孫文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965-2 (平裝)  

1.三民主義  005.12  

解嚴之前的禁書  / 廖為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21-8 (平

裝) NT$350  

1.禁書 2.出版品檢查  009  

目錄學；文獻學 

圖書考辨與文獻整理 / 林慶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428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9) .-- 

ISBN 978-986-478-394-6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86-478-395-3 (精

裝)  

1.文獻學 2.研究考訂  011  

20 分鐘閱讀超理解 : 不從頭讀到尾

的「共鳴讀書法」,高效拓展你的知

識人生 / 渡邊康弘作 ; 盧謙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1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256-5 (平裝)  

1.讀書法 2.學習方法  019  

醫師教你輕鬆考第一 : 于氏讀書法 / 

于翔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65-4-8 (平裝)  

1.讀書法 2.學習方法  019  

探究式閱讀 : 黃國珍的閱讀進階課,

從自我提問到深度思考,帶你讀出跨

域素養力 / 黃國珍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系列 ; 215) .-- 

ISBN 978-957-503-678-2 ( 平 裝 ) 

NT$380  

1.閱讀指導  019.1  

讀報小旅行. 國語日報篇 : 我的讀報

練習本 / 花梅真等作 .-- 臺北市 : 國

語日報, 10909 .-- 82 面; 20X21 公分 .-

- ISBN 978-957-751-857-6 ( 平 裝 ) 

NT$150  

1.閱讀指導 2.小學教學  019.1  

子彈筆記考試法 : 學霸校長教你只

要 100 天,讓各科滿分的 k 書技巧! / 

謝龍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Power ; 

30) .-- ISBN 978-957-8710-96-2 (平裝) 

NT$320  

1.筆記法 2.讀書法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 一 0 八年 / 國

家圖書館編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909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678-682-2 (精裝) NT$750  

1.圖書館年鑑 2.中華民國  020.58  

國 家 圖 書 館 年 報 . 2019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9 / [國

家圖書館編]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0909 .-- 135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57-678-683-9 (平裝) 

NT$300  

1.國家圖書館  026.133  

海峽兩岸檔案學教育之沿革與發展 / 

張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0910 .-- 420 面; 23 公分 .-- (社

會科學類 ; PF0283)(Viewpoint ; 5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54-3 (平

裝) NT$420  

1.檔案學 2.教育史  027.09  

國學 

國學常識 / 邱燮友等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5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9-3231-6 (平裝)  

1.漢學  030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世界真有趣! : 探索奇妙的動物 / 艾

曼 紐 . 帕 羅 瓦 西 恩 (Emmanuelle 

Paroissie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

文創,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07-9-5 (平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世界真有趣! : 探索神奇的大自然 / 

艾 曼 紐 . 帕 羅 瓦 西 恩 (Emmanuelle 

Paroissien)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

文創,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56-0-7 (平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真的假的? / Andrea Mills 撰稿 ; 郭吉

祐翻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 , 

10912 .-- 192 面; 28 公分 .-- (DK 大百

科系列 ; 6) .-- ISBN 978-986-6384-39-4 

(精裝) NT$620  

1.百科全書 2.青少年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岡中學報. 第 33 期 / 莊喭中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岡山高中, 10911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

20-2 (平裝)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酷獸奇航 : 追尋之旅 = Crazy museum 

/ 張錦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史

博館, 10910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52-9 (平裝) NT$300  

1.國立歷史博物館 2.文物 3.漫畫  

069.9733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年報. 

2019 =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annual report / 陳倩慧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木博館, 

109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1-82-4 (平裝) NT$220  

1.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069.9933  

普通論叢 

英雄再起 : 精華傳愛 / 何美慧主編 .-

- 初版 .-- 新竹縣新豐鄉 : 竹縣精華國

中, 10910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44-1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新.地學 / 程仁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909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6-

368-2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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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藏>>易 : 中國失落的開端 / 趙衛

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9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5-1836-7 (平裝) NT$360  

1.經學  091.83  

哲學類 

總論 

漢學與跨文化思維  / 宋灝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23-1 (精

裝)  

1.哲學 2.詮釋學 3.現象學 4.跨文化

研究  100  

我的哲學提綱 / 李澤厚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28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40-9 (平裝)  

1.哲學 2.文集  107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

五輯 / 林明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出 版  : 臺 大 發 行 ,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

大 系 列 ) .-- ISBN 978-986-350-418-4 

(平裝) NT$480  

1.哲學 2.文集  107  

學術思想概論 

論戴震與章學誠 : 清代中期學術思

想史研究 / 余英時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0 .-- 450 面; 21 公分 .-- 

(歷史聚焦  ; S110190) .-- ISBN 978-

957-14-6943-0 (平裝)  

1.學術思想 2.清代  112.7  

中國哲學 

易經通譯 / 林傳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 : 易書齋發行, 

10909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7172-8-1 (平裝) NT$320  

1.易經 2.注釋  121.12  

先天易經 / 董玉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董玉麟, 10912 .-- 1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14-2 ( 平 裝 ) 

NT$380  

1.易經 2.研究考訂 3.修身  121.17  

我所認識的易經. 三, 謙豫至剝復十

卦漫談 / 毛炳生著 .-- 桃園市 : 毛炳

生, 10911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31-9 (平裝) NT$36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之潔靜精微 / 那英森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2-9 (平

裝) NT$350  

1.易經 2.易學 3.研究考訂  121.17  

周易哲學演講錄 / 牟宗三主講 ; 盧雪

崑錄音整理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5612-5 (精裝) NT$480  

1.易經 2.文集  121.17  

解密中国智慧 / 米鸿宾著 .-- 臺北市 : 

寶積文化, 10910 .-- 冊 .-- 正體題名:解

密中國智慧 .-- ISBN 978-986-99515-0-

0 (全套:精裝) NT$898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 / 牟宗三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13-

2 (精裝) NT$650  

1.儒學 2.宋代 3.明代 4.文集  

121.207  

奉元語要. 伍 /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發

行, 10909 .-- 15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899-3-3 (平裝) NT$200  

1.儒學 2.文集  121.207  

慢讀論語 / 琹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35-0 (平裝) NT$330  

1.論語 2.注釋  121.222  

與人為善結良緣 : 孔子的處世智慧 / 

林在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82) .-- ISBN 978-986-5541-20-0 

(平裝) NT$400  

1.(周)孔丘 2.論語 3.學術思想  

121.23  

*學庸孝經 : 附:小學韻語 百孝經 .-- 

八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 

10909 .-- 128 面; 21 公分 .-- (光慧經典

大字注音讀本 ; 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768-84-3 (平裝) NT$100  

1.學庸 2.孝經 3.讀本  121.25  

白陽大學講解本. 一, 三綱領八條目 /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

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

文獻館發行, 10909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904-93-7 (平裝) 

NT$320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  

白陽大學講解本. 二, 三綱領八條目 / 

林榮澤講述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

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

文獻館發行, 10909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904-94-4 (平裝) 

NT$280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  

順性而動即是福 : 孟子的快樂哲學 / 

張應杭, 黃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83) .-- ISBN 978-986-

5541-21-7 (平裝) NT$400  

1.(周)孟軻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1.26  

孟 子  .-- 一 版  .-- 臺 南 市  : 和 裕 , 

10911 .-- 232 面; 23 公分 .-- (紮根教育

系列 ; D005) .-- ISBN 978-986-99474-

4-2 (平裝) NT$100  

1.孟子 2.注釋  121.262  

老莊之光 / 莊宇竟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13-7 (平裝) 

NT$160  

1.老莊哲學  121.3  

老子的哲學 / 王邦雄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東大, 10911 .-- 293 面; 21 公分 .-

- (哲學 ; E120210) .-- ISBN 978-957-19-

3227-9 (平裝)  

1.(周)李耳 2.學術思想 3.先秦哲學  

121.31  

人生不容易,老子讓你更順利 : 不比

較、不競爭、不追求也能達到目標

的生活實踐指南  / 羅大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18-

5 (平裝)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人生逍遙遊 : 老莊教我們的自在生

命哲學 / 駱玉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聯

經 文 庫 ) .-- ISBN 978-957-08-5629-3 

(平裝)  

1.(周)莊周 2.學術思想 3.老莊哲學 4.

人生哲學  1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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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師講<<春秋繁露>> / 愛新覺羅

毓鋆講述 ; 顏銓穎, 范暘沐整理 .-- 初

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 ; 臺北市 : 三

民發行, 10910 .-- 589 面; 23 公分 .-- 

(奉元講義 ; 6) .-- ISBN 978-986-98899-

4-0 (平裝) NT$700  

1.(漢)董仲舒 2.春秋繁露 3.學術思想 

4.注釋  122.141  

王安石<<尚書新義>>輯考彙評 : 補

逸柬議 / 蔡根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700 面; 23 公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刊 ; 

501031) .-- ISBN 978-986-478-379-3 (平

裝) NT$1260  

1.(宋)王安石 2.尚書新義 3.學術思想 

4.經學  125.16  

心學風雲記 :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 陳

復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10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314-4 (平裝) NT$38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從熊十力到新六藝的思考 : 以生活

世界為核心的實踐開展 / 廖崇斐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09 .-

- 2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39-8 (平裝) NT$450  

1.熊十力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6  

牟宗三先生全集  / 牟宗三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2 .-- 冊 .-- 

ISBN 978-957-08-5625-5 (全套:精裝) 

NT$30000  

1.牟宗三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  

全新脫離亞洲論 : 打造最強國體說 / 

歐 崇 敬 著  .-- [ 新 北 市 ] : 歐 崇 敬 , 

10909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34-0 (平裝) NT$360  

1.歐崇敬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9  

欲望的美學 : 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

徑 / 彭明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10 .-- 500 面; 22 公分 .-- (聯經

文庫) .-- ISBN 978-957-08-5627-9 (平

裝)  

1.彭明輝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9  

雲隙窺真 / 羅郭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 10910 .-- 576 面; 23 公分 .-

- (現代哲學 ; 6) .-- ISBN 978-957-9267-

81-6 (平裝) NT$880  

1.羅郭子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9  

東方哲學 

神聖旅程 /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

作 ; suj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 化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41-2 (平裝) NT$350  

1.瑜伽 2.靈修 3.印度教 4.生死觀  

137.84  

西洋哲學 

未來世代必備的哲學思維 : 美國總

統、迪士尼總裁、NBA 球星都搶著

修的博雅教育 / 小川仁志著 ; 王美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16-6 (平裝)  

1.西洋哲學  140  

出發吧!哲學時空旅行. 1 : 從泰利斯

到尼采,改變世界的思想是如何誕生

的? / 李英逸著 ; 安亨慕畫 ; 馮燕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11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10-4 (平裝)  

1.西洋哲學史 2.通俗作品 3.漫畫  

140.9  

西方哲學史 /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 何兆武, 李約瑟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冊 .-- (經

典名 著文 庫 ) .-- ISBN 978-986-522-

260-4 (上卷 :平裝 ) NT$680 .-- ISBN 

978-986-522-261-1 ( 下 卷 : 平 裝 ) 

NT$580  

1.西洋哲學史  140.9  

魔法師的年代 : 跟著維根斯坦、海

德格、班雅明與卡西勒,一窺百花齊

放的哲學黃金十年 / 沃弗朗.艾倫伯

格 (Wolfram Eilenberger)作  ; 區立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19-

2 (平裝) NT$580  

1.西洋哲學史 2.哲學家  140.9  

我 的 哲 學 的 發 展  / 伯 特 蘭 .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著 ; 溫錫增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986-522-264-2 (平裝) NT$220  

1.羅素(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 2.

學術思想 3.哲學  144.71  

哲 學 問 題  / 伯 特 蘭 .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著 ; 何兆武譯 .-- 1 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986-522-

263-5 (平裝) NT$220  

1.羅素(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 2.

學術思想 3.哲學  144.71  

維特根斯坦與<<邏輯哲學論>> / 羅

傑.M.懷特(Roger M. White)著 ; 張曉

川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9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57-4 (平裝) NT$320  

1.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 1889-1951) 2.哲學 3.邏

輯 4.語意學  144.79  

人類理智新論  /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著 ; 陳修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冊 .-- (經

典名著文庫 ; 126-127) .-- ISBN 978-

986-522-293-2 (上冊:平裝) NT$620 .-- 

ISBN 978-986-522-294-9 (下冊:平裝) 

NT$650  

1.萊布尼茲(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 2.學

術思想 3.知識論  147.31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阿圖爾.叔

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 石沖白

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75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986-522-262-8 ( 平 裝 ) 

NT$680  

1.叔本華(Schopenhauer, Arthur, 1788-

186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53  

邏輯學 

邏輯 / 林正弘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486 面; 23 公分 .-- (哲

學) .-- ISBN 978-957-14-6966-9 (平裝)  

1.邏輯  150  

形上學；玄學 

宇宙本原考 =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 劉洪均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旺 文 社 , 

10909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239-113-6 (精裝) NT$780  

1.宇宙論  163  

宇宙本原考 =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 刘洪均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旺 文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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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239-114-3 (精裝) NT$780  

1.宇宙論  163  

破繭而出 / 丁原俠(大悟)著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大悟淨修苑, 10909 .-- 

432 面; 24 公分 .-- 珍藏版 .-- ISBN 

978-986-93255-7-8 (精裝)  

1.因果 2.生命教育 3.人生哲學  

168.7  

心理學 

心理學導論與應用 / 許雅惠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幸福灣出版中心 , 

10909 .-- 1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8485-1-0 (平裝)  

1.心理學  170  

What's the 心理學小辭典 / 小花老師

作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碩數位科技, 

10909 .-- 33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95535-6-8 (平裝) NT$350  

1.心理學 2.詞典  170.41  

一碰就碎的青春 : 父母請小心!孩子

厭學、早戀、追星、憂鬱症......你束

手無策了嗎? / 李麗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0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10-7 (平裝) 

NT$420  

1.發展心理學 2.青少年心理 3.親子

關係 4.青春期  173.6  

假象快樂 : 七大性格改變自我,跟負

能量 SAY NO! / 謝蘭舟, 徐登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91-1 (平裝) NT$380  

1.性格 2.人格心理學  173.761  

光映 : 夢境指引 / 李香盈作 .-- 初版 .-

- 新竹市 : 夜夢晨光工作室, 10911 .-- 

16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47-0-9 (平裝) NT$1480  

1.解夢  175.1  

作夢、託夢及解夢 : 夢文獻、心理

學及中西醫學跨領域研究 / 劉崑誠

撰寫 .-- 初版 .-- 高雄市 : 留一點空間

工作室, 10910 .-- 3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95-0-6 ( 平 裝 ) 

NT$600  

1.解夢  175.1  

*走出孤獨 : 阿德勒的勇氣指引,教你

覺察尋不到的安慰、戒不掉的依賴、

停不住的寂寞、擺不脫的焦慮、定

不了的未來,活出自我價值 / 阿爾弗

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 胡慎之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1-917-8 (平裝) NT$330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精神分析學 3.通俗作品  175.7  

一個美國哲學家的死後日誌 : 威廉.

詹姆士的世界觀 / Jane Roberts 作 ; 張

許君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

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內在

探索 ; 23) .-- ISBN 978-986-99123-4-1 

(平裝) NT$380  

1.超心理學 2.通靈術  175.9  

站在邊緣之境 : 利他、同理心、誠

正、尊重、敬業,回歸五種心理狀態

本質,在恐懼與勇氣交會處找到自在 

/ 瓊恩.荷里法斯(Joan Halifax)著 ; 洪

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9-48-4 (平裝) NT$400  

1.心理學 2.生活指導  176  

打動人心的色彩科學 / 松本英惠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 .-

- ISBN 978-957-14-6941-6 (平裝)  

1.色彩心理學  176.231  

KGB 間諜式記憶術 : 擁有超強記憶

提取、重建資訊、全面思考能力的

方法 / 丹尼斯.普欽(Denis Bukin), 卡

密耶.古里耶夫(Kamil' Guliev)著 ; 潘

榮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8885-5 (平裝) NT$360  

1.記憶  176.338  

斜槓思考 : 開啟大腦的多職潛能,思

考像個全才  / 史考特 .亞當斯(Scott 

Adams)著 ; 陳映竹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big ; 342) .-- ISBN 978-957-13-

8404-7 (平裝) NT$38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極速解決工作難題的心智圖大全 : 6

大功能 X7 大工作領域 X43 個常見問

題,讓你用心智圖舉一反三,輕鬆解決

各種工作難題! / 胡雅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256 面; 

22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4) .-- ISBN 

978-986-507-218-6 (平裝) NT$38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贏得幸福 /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 

張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6-1 ( 平 裝 ) 

NT$350  

1.幸福 2.人生哲學  176.51  

打破情緒框架,世界為你讓路 : 從失

控關係中學會對話的力量,幸福終究

會到站 / 梁世元等作 ; 賈俊國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

24-3 (平裝) NT$300  

1.情緒管理  176.52  

好好活著 : 不再受負面情緒綁架的

14 個 練 習  / 約 翰 . 辛 德 勒 (John 

Schindler)著 ; 楊玉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Growth ; 111) .-- ISBN 978-

986-99519-1-3 (平裝) NT$32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52  

壞心情自癒法 : 心理分析 x 療法學習

x 案例應用,拒絕成為情緒的奴隸 / 劉

惠丞, 餘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96 面; 21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93-5 

(平裝) NT$38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52  

卡內基快樂學 : 如何停止憂慮重新

生活  / 戴爾 .卡內基 (Dale Carnegie)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人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0 .-- 448 面; 21 公

分 .-- (i 生活 ; 15) .-- ISBN 978-986-

98693-7-9 (平裝) NT$380  

1.憂慮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導  

176.527  

事情沒有那麼糟  / 凱瑟琳 .史密斯

(Kathleen Smith)著 ; 林靜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出版 : 皇冠

發行 ,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upward ; 113) .-- ISBN 978-957-9314-

71-8 (平裝)  

1.焦慮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導  

176.527  

從此不再壓力山大 : 給忙碌人士的

紓壓撇步 / 蘇益賢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80 面; 21 公

分 .-- (生活文化 ; 68) .-- ISBN 978-957-

13-8383-5 (平裝)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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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壓力 2.抗壓 3.生活指導  176.54  

讀心博弈 : FBI 和 CIA 的心理攻防技

巧 / 王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0910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21-3 ( 平 裝 ) 

NT$380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3.讀心術  

176.8  

覺醒的你 : 暢銷百萬,歐普拉的床頭

靈修書 f / 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

著 ; 賴隆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新時

代系列 ; 191) .-- ISBN 978-986-175-

571-7 (精裝) NT$310  

1.意識 2.靈修  176.9  

厚黑學做人的藝術 / 桑名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0-

8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操控 : 說服的科學與藝術 / 葛瑞格利.

哈特萊(Gregory Hartley), 瑪莉安.卡琳

屈 (Maryann Karinch) 著  ; 林 奕 伶 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09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094-83-2 (平裝) NT$360  

1.說服 2.人際關係 3.應用心理學  

177  

逆向思維 / 林郁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5-6-

9 (平裝)  

1.溝通技巧 2.說話藝術 3.人際關係  

177.1  

365 天的愛自己練習 / 特洛伊.樂芙

(Troy L. Love)作 ; 謝明珊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252-7 (平裝)  

1.自我實現 2.愛  177.2  

七把金鑰匙 : 塑造智慧心靈、打造

富裕人生的祕密 / Erik Smithuis 著 ; 

梁慧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 館 出 版  ; 新 北 市  : 聯 合 發 行 , 

109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514-40-2 (平裝) NT$2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千里清秋 / 自得法師著 .-- 初版 .-- 彰

化 縣 伸 港 鄉  : 寶 華 山 寶 山 禪 寺 ,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空靈深

處 ; 2) .-- ISBN 978-986-89680-6-6 (精

裝)  

1.自我實現  177.2  

不勉強的減法生活 : 透過與自己相

處,打造獨居的幸福 / Chocolat 著 ; 駱

香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優生

活 ; 22) .-- ISBN 978-986-99506-0-2 (平

裝) NT$320  

1.生活指導 2.生活方式  177.2  

不 設 限 的 美 麗  : 快 艇 衝 浪 女 神

Kimberly 的熱血人生 = Dare to chase 

your dream,live with passion! / 陳美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385-9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自己的力學 : 找到喜歡又做得好的

事 / 洪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12 .-- 244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

叢 ; 286) .-- ISBN 978-986-133-735-7 

(平裝) NT$3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你的快樂,不用看誰的眼色 : 不管心

有多累,請記得你也擁有幸福的資格 

/ 王郁陽, 齊惠民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486-7 (平裝) NT$32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你值得被理解 / 小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 (圓神文叢 ; 282) .-- ISBN 978-986-

133-730-2 (平裝) NT$30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直接目標法 : 愛因斯坦也大推的成

功法,幫你甩開拖延症 / 溫亞凡, 默默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77-5 ( 平 裝 )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思考致富.最新實證版 : 史上最暢銷

勵 志 書  / 詹 姆 士 . 惠 特 克 (James 

Whittaker), 拿破崙 .希爾基金會 (The 

Napoleon Hill Foundation)著 ; 鄧捷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生 ; 167) .-

- ISBN 978-986-175-569-4 ( 平 裝 ) 

NT$31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致親愛的,這是你和世界最好的距離 : 

接受自己的界限,但仍努力汲取人生

的可能性;不追求完全的認同,但也不

放棄表達自我的勇氣 / 菅野仁著 ; 田

中鮎子繪 ; 楊詠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仲 間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Soulmate ; 

9) .-- ISBN 978-986-98920-2-5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人際關係  

177.2  

財源滾滾術 : 易學易懂易尋財路可

成大富翁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11 .-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51-12-4 (平裝) NT$260  

1.成功法  177.2  

這次,我不想再忍耐了 : 不必當好媳

婦、好妻子、好女兒、好員工,也能

活得自在的 42 個「不忍耐」練習 / 

李承柱作 ; 劉聖恩譯 .-- 新北市 : 蘋

果屋,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心

發現 ; 5) .-- ISBN 978-986-99335-7-5 

(平裝)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3.女性  177.2  

從此不再為難自己  / 采薇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好日子 ; 3) .-- ISBN 978-986-98671-5-

3 (平裝) NT$330  

1.自我實現 2.人際關係 3.生活指導  

177.2  

莫待客去茶涼後 / 自得法師著 .-- 初

版 .-- 彰化縣伸港鄉 : 寶華山寶山禪

寺,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空靈

深處 ; 1) .-- ISBN 978-986-89680-5-9 

(精裝)  

1.自我實現  177.2  

梵剎僧影 / 自得法師著 .-- 初版 .-- 彰

化 縣 伸 港 鄉  : 寶 華 山 寶 山 禪 寺 ,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空靈深

處 ; 4) .-- ISBN 978-986-89680-9-7 (精

裝)  

1.自我實現  177.2  

清涼月 / 自得法師著 .-- 初版 .-- 彰化

縣伸港鄉 : 寶華山寶山禪寺, 10911 .-

- 208 面; 21 公分 .-- (空靈深處 ; 3) .-- 

ISBN 978-986-89680-7-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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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實現  177.2  

這麼在意別人的看法,你一定很累吧 

/ 叢非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

文化 , 10910 .-- 304 面; 22 公分 .-- 

(Vision ; 201) .-- ISBN 978-986-406-

204-1 (平裝) NT$35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3.成功法  

177.2  

最大顆的松果! : 中央大學優良導師

著色繪本. 2020 / 潘丁菡文 ; 林聖凱

圖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 

109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15-9-9 (精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創造「幸福體質」的 11 個提問自我

回答練習. 實踐篇 / 河田真誠作 ; 邱

心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 10911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0-5 (平裝) NT$300  

1.幸福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4.成

功法  177.2  

最 強 筋 肉 社 長 的 零 壓 力 生 存 術  / 

Testosterone 作 ; 林冠汾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98-1 (平

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運動訓練  

177.2  

當我遇見指導靈 : 從生命低谷走向

光的世界 / 張小雯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8-1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靈修  177.2  

聚焦時間管理法 : 只做最重要的事,

活出最佳人生節奏 / 若杉彰著 ; 葉廷

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72) .-- ISBN 978-986-507-201-8 (平

裝) NT$320  

1.時間管理 2.生活指導  177.2  

精準落實 : 八大落實哲學,工作效率

雙倍升級 / 徐書俊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495-9 (平裝) NT$330  

1.成功法  177.2  

踏月採雲去 / 自得法師著 .-- 初版 .-- 

彰化縣伸港鄉  : 寶華山寶山禪寺 ,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空靈深

處 ; 5) .-- ISBN 978-986-89680-8-0 (精

裝)  

1.自我實現  177.2  

墨菲定律. II = Murphy's law II / 于珊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3-0-5 (平裝)  

1.成功法 2.潛意識  177.2  

人性的弱點 : 卡內基經典成功學,一

針見血指出人類劣根性 / 戴爾.卡內

基著 ; 趙雅筑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3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478-2 (平裝) NT$470  

1.人際關係 2.溝通技巧 3.成功法  

177.3  

最強社交學 : 把朋友升級成為自己

人,有關係就可以沒關係 / 梁夢萍, 王

衛峰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9 .-- 2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81-2 (平裝) 

NT$370  

1.人際關係 2.社交技巧  177.3  

擺脫濫好人 : 學會拒絕的 56 堂勇氣

練習課 / 蔡賢隆, 李鑫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5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482-9 (平裝) NT$33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社交焦慮 : 與朋友相處不心累的 46

個自在練習 / 榎本博明作 ; 李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11 .-- 184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16) .-- ISBN 978-957-658-432-9 (平裝) 

NT$35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32  

鏡與窗談判課 : 哥大教授、聯合國

談判專家,教你用 10 個問題談成任何

事  / 愛 麗 珊 德 拉 . 卡 特 (Alexandra 

Carter)著 ; 葉妍伶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先覺,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06) .-- ISBN 978-986-134-367-

9 (平裝)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生命動能. 一, 豐沛與展露 / 胡海國

著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 

10909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260-4-4 (平裝)  

1.臨床心理學 2.精神分析 3.心理輔

導  178.3  

生命動能. 二, 漩渦與暢通 / 胡海國

著  .-- 臺北市  : 精神健康基金會 ,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260-5-1 (平裝)  

1.臨床心理學 2.精神分析 3.心理輔

導  178.3  

同理心教練 : 如何幫助別人願意真

心改變  / 理查.博雅吉斯(Richard E. 

Boyatzis), 梅爾文 .史密斯 (Melvin L. 

Smith), 艾 倫 . 凡 伍 思 坦 (Ellen Van 

Oosten)著 ; 戴至中, 王敏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167) .-- 

ISBN 978-986-99162-5-7 ( 平 裝 ) 

NT$380  

1.輔導 2.自我實現 3.行為改變術  

178.3  

團體諮商輔導與方案設計 : 實務應

用與案例解析 = Group guidance, group 

counseling and program design :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xample analysis / 蔡春

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89-8-6 (平裝) NT$250  

1.團體諮商 2.團體輔導  178.4  

IFS 自我療癒法. 卷二 : 化解內在衝

突的雙贏之道 / 傑伊.厄雷(Jay Earley)

著 ; 蕭寶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

啟文化,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46-938-2 ( 平 裝 ) 

NT$230  

1.心理治療  178.8  

喚醒式治療 : 催眠.隱喻.順勢而為 / 

傑弗瑞.薩德(Jeffrey K. Zeig)著 ; 洪偉

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

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91-9 (平裝) NT$400  

1.心理治療 2.臨床心理學  178.8  

醫療家族治療  / Susan H. McDaniel, 

William J. Doherty, Jeri Hepworth 著 ; 

劉瓊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

化, 109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0-0 (平裝) NT$450  

1.家族治療 2.心理治療  178.8  

倫理學 

曾寶儀的四段奇幻旅程 / 曾寶儀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2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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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4) .-- ISBN 

978-986-179-608-6 (平裝) NT$380  

1.生命倫理學 2.安樂死 3.人生哲學  

190  

徐復觀教授<<中國人性論史>>手稿

整理彙編 / 謝鶯興整理 .-- 臺中市 : 東

海圖書館, 10910 .-- 680 面; 25 公分 .-

- (館藏手稿整理系列 ; 1) .-- ISBN 978-

957-548-061-5 (平裝)  

1.人性論  191.6  

朙途滴答 : 人生且行且珍惜,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65 篇生命淬鍊下的感

悟 / 古兆憲(KU 龍)著 .-- 新北市 : 集

夢坊,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5-5 (平裝) NT$26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生き甲斐 : 在當下,發現美與不美 / 瑪

麗.藤本文字 ; 邁克.肯納攝影 .-- 初

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28 面; 18

公分 .-- (SKY 系列 ; 9) .-- ISBN 978-

986-99286-2-5 (平裝) NT$300  

1.人生哲學 2.日本美學 3.生活態度  

191.9  

弄丟自己的你,過得有點辛苦吧 / 周

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372-9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事前諸葛亮,事後豬一樣 : 真是好笑 / 

龍飛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輕鬆

生活館 ; 37) .-- ISBN 978-986-411-126-

8 (平裝) NT$250  

1.人生哲學 2.修身 3.通俗作品  

191.9  

烏龜的七個祕密 : 快樂無須外求,找

回 向 內 感 知 的 力 量  / 艾 佑 夏 . 隆

(Aljoscha Schwarz), 朗 諾 德 . 史 威 普

(Ronald Schweppe)著 ; 陳繪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86-2 (平

裝) NT$36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做人放下身段,做事不擇手段 / 王國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5-2-2 (平裝) NT$27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厭世者求生指南 : 我們終將在不同

的路上 ,不再強求誰的目光  / 李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891-6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療傷似顏繪 / 李白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雅,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Taiwan creations ; 6) .-- ISBN 978-986-

336-404-7 (平裝) NT$36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讓我孤獨到死不行嗎? : 厭世族的終

極精神指南 / Mo Welch 作 ; 吳愉萱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144

面; 15X15 公分 .-- (Mind Map ; 214) .-- 

ISBN 978-957-658-439-8 ( 平 裝 ) 

NT$380  

1.人生哲學 2.悲觀主義 3.自我實現  

191.9  

小小草的心語 : 愛的教育. 二 : 小天

使無敵兵法 / 悠然著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李邦興,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43-8126-5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小小草的心語 : 愛的教育. 一 : 小天

使立志要長大 / 悠然著 .-- 初版 .-- 雲

林縣虎尾鎮 : 李邦興,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43-8125-8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小小草的心語 : 愛的教育. 三 : 小天

使天之驕子 / 悠然著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李邦興,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43-8127-2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心理自控力 / 麥哲倫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8-5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不藥而癒. 3 : 你的外貌、年齡和健康,

由 心 靈 決 定  = Healing without 

medicine book. 3 / 王怡仁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23-5-8 (平

裝) NT$350  

1.靈修 2.心身醫學  192.1  

好人好事好幸福 / 楊添畿主講 .-- 桃

園市 : 傳奇出版社出版 : 桃園市品格

教育協會發行, 10909 .-- 96 面; 19 公

分 .-- (好人好事好幸福 ; 96) .-- ISBN 

978-986-98739-1-8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我們靠自己 = We rely on ourselves / 劉

墉中文.圖 ; 劉倚帆英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 10910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5-4 (平裝) 

NT$320  

1.修身 2.寓言  192.1  

神  : 從迷信到超意識之路  / 奧修

(OSHO)作 ; Sevita 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1 .-- 440 面; 21 公分 .-- (奧

修靈性智慧 ; 4) .-- ISBN 978-986-344-

829-7 (平裝) NT$450  

1.靈修 2.神  192.1  

解密阿卡西紀錄 : 輕鬆開啟宇宙無

窮的力量、智慧與能量 / 珊卓.安.泰

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 張志華, 蕭

寶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花園,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先驅意

識 ; 14) .-- ISBN 978-986-97340-4-2 (平

裝) NT$420  

1.靈修  192.1  

轉捩點 = Turning point / 楊定一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10 .-

- 320 面; 23 公分 .-- (全部生命系列 ; 

25) .-- ISBN 978-986-99506-1-9 (平裝) 

NT$400  

1.靈修  192.1  

靈性科學集成. 卷十四 / 雪莉.雪莉.阿

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

化,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145-1-5 (平裝) NT$200  

1.靈修  192.1  

一句話搞定一個人 / 李勁著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0912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20-9 (平裝) 

NT$340  

1.說話藝術 2.人際關係  192.32  

哈佛大學口才課大公開 / 梁山水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1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

901-9 (平裝) NT$280  

1.口才 2.說話藝術 3.人際關係  

192.32  

突破禁忌的說服術 / 村西透著 ; 林農

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8-18-6 (平裝) NT$340  

1.說話藝術 2.說服 3.商業談判  

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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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好聽、不帶刺的高段說話術 / 

簡勝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

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思

想系列 ; 75) .-- ISBN 978-986-453-130-

1 (平裝) NT$27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三分鐘默想 / 弦月如歌主編 .-- 三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105-7-6 (平裝)  

1.格言  192.8  

孝經智慧 / 姚淦銘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911 .-- 冊 .-- (文化

中國  ; CC061-CC062) .-- ISBN 978-

986-388-135-3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388-136-0 (下冊:平裝) 

NT$360  

1.孝經 2.研究考訂  193.17  

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 / 陳弱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410

面; 21 公分 .-- (陳弱水作品集) .-- 

ISBN 978-957-08-5622-4 (平裝)  

1.社會倫理 2.中國文化 3.文集  

195.07  

意義的追尋 : 轉化哀慟的最終關鍵 / 

大衛.凱斯樂(David Kessler)著 ; 王詩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

問 ; 403) .-- ISBN 978-957-13-8393-4 

(平裝) NT$450  

1.生死學 2.死亡 3.悲傷  197  

巴比倫最有錢的人,刻字匠阿卡德的

財富自由之路 : 傳承百年,獲得財富

與幸福的五大黃金法則 / 喬治.山繆.

克拉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 蔡

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2-6 (精

裝) NT$299  

1.職業倫理 2.財富  198  

企業倫理 = Business ethics / 林丙輝等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43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47-7-9 (平裝) NT$530  

1.商業倫理  198.49  

經濟倫理論壇. 2020 .-- 新北市 : 淡大

國企系, 10912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7-2 ( 平 裝 ) 

NT$200  

1.經濟倫理 2.文集  198.5507  

法律倫理學 / 姜世明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11 .-- 6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11-428-2 ( 平 裝 ) 

NT$650  

1.法律倫理  198.58  

宗教類 

總論 

*上帝 : 科學的證據 : 理性社會的信

仰復興 / 派崔克.葛林著 ; 郭和杰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0 .-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393-96-7 (平裝) NT$360  

1.宗教與科學  200.16  

靈學與科學 : 多次元頻率校準能量

圖與案例 / 余依陽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01-4 (平裝) 

NT$320  

1.宗教與科學 2.靈修  200.16  

神住在哪裡? : 拉比與神父的趣問妙

答 / 馬克.吉爾曼(Marc Gellman), 湯瑪

斯.哈特曼(Thomas Hartman)著 ; 黃美

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智文化,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青春世

代 ; Y0002) .-- ISBN 978-986-6036-64-

4 (平裝) NT$280  

1.宗教與教育 2.通俗作品  203  

膜拜團體與新宗教簡史 / 道格拉斯 E.

考恩(Douglas E. Cowan), 大衛.G.布羅

姆利(David G. Bromley)著 ; 邵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910 .-- 292

面; 21 公分 .-- (膜拜現象研究叢書 ; 

2) .-- ISBN 978-986-5633-53-0 (平裝)  

1.宗教史 2.宗教團體  209  

宗教學 

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 : 場域變遷

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 / 丁仁傑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604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刊) .-- 

ISBN 978-957-08-5615-6 (精裝)  

1.宗教社會學 2.民間信仰  210.15  

佛教 

佛教與氣功 / 賈題韜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1 .-- 21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79) .-- ISBN 978-

986-5541-17-0 (平裝) NT$280  

1.佛教 2.氣功  220  

哲學家的學佛筆記 / 冀劍制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雁

文化發行,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93-123-1 ( 平 裝 ) 

NT$360  

1.佛教哲學 2.佛教修持  220.11  

心識與解脫 : 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

意識理論 / 林建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10 .-- 528 面; 21 公分 .-- (臺大哲學

叢書 ; 17) .-- ISBN 978-986-350-422-1 

(平裝) NT$710  

1.佛教哲學 2.佛教教理 3.文集  

220.1107  

歡喜學大乘 / 悟顯法師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909 .-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

99551-1-9 (平裝)  

1.大乘佛教  220.133  

你所不知道的佛法 / 常律法師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慈音雜誌,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正德叢書) .-- ISBN 

978-986-97327-9-6 (第 2 集:平裝)  

1.佛教 2.問題集  220.22  

般若禪,如來使 : 心印曉雲導師、開

良師父 / 釋悟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 (看世界的方法 ; 181) .-- ISBN 978-

986-99530-5-4 (平裝) NT$450  

1.佛教 2.文集  220.7  

聖嚴研究. 第十三輯 : 聖嚴法師圓寂

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聖嚴教

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1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69-2 (平裝)  

1.釋聖嚴 2.學術思想 3.佛教哲學 4.

文集  220.9208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密碼 .禪修的奧

秘.四法印密碼.藥師佛十二大願文密

碼.普賢菩薩十大願文密碼(合訂本心

靈饗宴) / 釋聖境法師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10909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3-0 (精

裝) NT$400  

1.佛經  2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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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首部曲 : 亙古一念 華嚴心鑰 / 釋

見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寶嚴國際

文教圖書出版 : 臺灣圓道佛教文化

交流協進會發行 , 10910 .-- 664 面; 

15X21 公分 .-- (寶嚴雲集.秒懂佛經系

列) .-- ISBN 978-986-99613-0-1 (精裝) 

NT$400  

1.華嚴部  221.2  

48 個願望 : 無量壽經講記(大字版)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

文化,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8-870-8 (平裝) NT$160  

1.方等部  221.34  

*<<觀無量壽經>>譯註 / 淨土宗編輯

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淨土宗 ,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淨土宗叢

書 ; 20) .-- ISBN 978-986-5888-46-6 (平

裝) NT$300  

1.方等部  221.34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10909 .-- 1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794-194-7 (經摺裝)  

1.般若部  221.44  

一看就懂的圖解心經 / 李儀坤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3-6-2 (平裝) NT$320  

1.般若部  221.45  

心經 : 阿含經入門 / (唐)三藏法師玄

奘譯 ; 從信法師解釋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85) .-- ISBN 978-

986-5541-23-1 (平裝) NT$250  

1.般若部  221.45  

法華經的宇宙文明 : 宇宙星球不可

思議之旅 / 呂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大

眾佛學 ; WS10903) .-- ISBN 978-957-

447-345-8 (平裝)  

1.法華部  221.5  

寶鈴敦觸妙音 : 共聽心音筆記書 / 釋

悟觀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

化,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看世

界 的 方 法  ; 182) .-- ISBN 978-986-

99530-4-7 (平裝) NT$300  

1.法華部  221.5  

大乘妙法蓮華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

摩羅什奉詔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 10910 .-- 832 面; 1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801-

5-2 (32K 精裝) NT$500  

1.法華部  221.5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釋常琛作 .-- [臺

北市] : 典藏文創, 10909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13-9-5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佛說阿彌陀經 .-

- 七版 .-- 新北市 : 靈鷲山般若出版 :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發行, 10909 .-

- 60 面; 1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121-3-6 (經摺裝)  

1.法華部 2.方等部  221.51  

維摩詰經今譯 / 陳慧劍譯注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1 .-- 344 面; 

21 公分 .-- (宗教) .-- ISBN 978-957-19-

3228-6 (平裝)  

1.經集部  221.721  

維摩詰經註疏 / 月溪法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1 .-- 37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80) .-- 

ISBN 978-986-5541-18-7 ( 平 裝 ) 

NT$480  

1.經集部  221.721  

佛藏經講義. 第八輯 / 平實導師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9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91-9-

3 (平裝) NT$300  

1.經集部  221.733  

占察善惡業報經論 八識規矩頌記(合

刊) / 默如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乘基金會, 10909 .-- 368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B-186) .-- ISBN 

978-986-99085-4-2 (平裝)  

1.經集部 2.法相宗  221.781  

大因緣經注  : 巴漢校譯與導論  = 

Mahānidānasuttavaṇṇanā / 莊博蕙

譯著 .-- 初版 .-- 嘉義市 : 香光書鄉出

版 : 伽耶山基金會發行, 10909 .-- 245

面; 26 公分 .-- (法行叢書. 經注篇 ; 

2) .-- ISBN 978-957-8397-58-3 (平裝)  

1.阿含部  221.81  

禪法寶藏. 一 : 雜阿含經講解 / 釋大

寂著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釋大寂出

版  ; 新 北 市  : 貿 騰 發 賣 總 經 銷 ,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實修實證

系列 ; 1) .-- ISBN 978-957-43-8083-1 

(平裝) NT$280  

1.阿含部  221.84  

大佛頂首楞嚴經 / (唐)中天竺沙門般

刺密諦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

刷文化, 10910 .-- 640 面; 1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8801-6-9 (32K

精裝) NT$500  

1.密教部  221.94  

解開佛經之謎 : 大佛頂首楞嚴經第

八卷(六交報) : 心囚 / 雙羽居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實相生命, 10909 .-- 

2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84927-3-8 (平裝) NT$380  

1.密教部 2.注釋  221.94  

圖解楞嚴經 / 石見明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西北國際文化, 109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72-3-

6 (平裝)  

1.密教部  221.94  

大悲咒.日月光二菩薩咒.四十二手印

咒 : 悉曇書法暨註釋 / 黃根祥作 .-- 新

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10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01-9-0 (經

摺裝)  

1.密教部 2.研究考訂 3.手印  221.96  

日常修持陀羅尼咒集 / 黃啟檀編集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10 .-- 96

面; 27 公分 .-- (經咒 ; DN10901) .-- 

ISBN 978-957-447-348-9 (平裝)  

1.密教部  221.96  

葉衣觀自在陀羅尼經 / 黃啟檀編集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 10910 .-- 48

面; 27 公分 .-- (經咒 ; DN10902) .-- 

ISBN 978-957-447-347-2 (平裝)  

1.密教部  221.96  

寶筪印陀羅尼入門 = A study of the 

Karaṇḍamudrā Dhāraṇī / 林光明, 

林怡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嘉豐, 

10910 .-- 284 面; 21 公分 .-- (光明文

集 ; 19) .-- ISBN 978-986-99578-0-9 (平

裝) NT$600  

1.密教部  221.96  

中國佛教與康德哲學 : 金山寺水陸

儀軌考察 / 周秀蓮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千, 10910 .-- 224 面; 30 公分 .-- 

(儀制 ; U10901) .-- ISBN 978-957-447-

346-5 (平裝) NT$580  

1.佛教儀注 2.佛教法會 3.康德哲學  

224  

五戒八關齋 /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

譯 ; 從信法師解釋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1 .-- 108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81) .-- ISBN 978-986-

5541-19-4 (平裝) NT$180  

1.佛教 2.傳戒  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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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房舊藏 : 心念藝術 / 黎漢軒著 .-

- 臺北市 : 黎漢軒, 10910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0-4 (精裝) 

NT$6800  

1.佛教法器 2.蒐藏品 3.圖錄  224.18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10 .-- 784 面; 

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8801-7-6 (32K 精裝) NT$500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10 .-- 784 面; 

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8801-8-3 (50K 精裝) NT$380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瑤池金母消愆解罪報恩功德懺 .-- 初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真佛宗, 10910 .-

- 112 面; 26 公分 .-- 漢語拼音版 .-- 

ISBN 978-986-6149-05-4 ( 精 裝 ) 

NT$250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當下的清涼心 : 大樂光明的心靈境

界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1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14-8 (平

裝) NT$260  

 224.515  

慈意妙大雲 : 深水觀音禪寺因緣錄 / 

釋悟觀等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

鹿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0) .-- ISBN 978-

986-99530-7-8 (平裝) NT$450  

 224.517  

觀音再現 : 特展暨宗教文物賞析 / 林

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

光局, 10909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6-8 (精裝) NT$800  

1.佛教藝術 2.文物展示 3.作品集  

224.52  

蓮師在西藏. 2 : 大藏區蓮師聖地巡禮 

/ 邱常梵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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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384 面; 22 公

分 .-- (朝聖系列 ; JK0005) .-- ISBN 

978-986-99011-7-8 (平裝)  

1.朝聖 2.佛教修持 3.中國  224.9  

日日安樂行. 第五輯 : 香光尼眾佛學

院 圖 書 館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2019/1/1-

2020/6/30 彙編 /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伽耶山

基金會, 10910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94-1-6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  

傳聞上師開示語錄. 偈語篇 / 妙通寺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妙通寺 , 

10909 .-- 1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30805-6-5 (精裝)  

1.佛教說法  225.4  

佛法與開悟 / 賈題韜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78) .-- ISBN 978-

986-5541-16-3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25.7  

阿彌陀佛 50 問 /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 

1091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867-8 (平裝) NT$180  

1.阿彌陀佛 2.佛教修持  225.81  

天外之天 : 灵异录 / 卢胜彦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

會, 10911 .-- 228 面; 21 公分 .-- 正體

題名:天外之天: 靈異錄 .-- ISBN 978-

986-5551-16-2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5  

天外之天 : 靈異錄 = Heavens and the 

great beyond / 盧勝彥著 .-- 初版 .-- 新

北 市  :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091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15-5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5  

古喻今詮 / 釋開仁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正信佛青會, 109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6-1-0 (平

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佛教智慧定律 / 林郁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2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105-8-3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法重於命 = Dharma prevails over life / 

釋開仁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正

信佛青會, 10909 .-- 171 面; 21 公分 .-

- 中英合訂本 .-- ISBN 978-986-99536-

0-3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修行的利樂與法益 / 心佛居士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2 .-

- 25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84) .-

- ISBN 978-986-5541-22-4 ( 平 裝 ) 

NT$35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鴻鴈于飛 / 釋開仁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正信佛青會, 10909 .-- 1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739-9-2 (平

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煖身 : 華嚴禪修入門 / 海雲繼夢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98-

4 (平裝) NT$300  

1.華嚴宗 2.佛教修持  226.35  

人間佛教彌勒淨土法門修習禮本  / 

無極慈聖堂編 .-- 初版 .-- 高雄市 : 無

極慈聖堂,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114-2-5 (精裝附光

碟片) NT$150  

1.淨土宗  226.5  

往生禮讚偈儀軌 / 惟俊比丘尼彙編 .-

- 初 版  .-- 南 投 縣 魚 池 鄉  : 南 林 , 

10909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08-1-9 (平裝)  

1.淨土宗  226.54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講記 / 釋大安講

述 .-- 初版 .-- 彰化縣和美鎮 : 宏圓印

刷設計, 10909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866-5-3 (平裝)  

1.淨土宗 2.方等部 3.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念佛開示. 12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09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51-2-6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念佛開示. 13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0909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209-9-1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拜願開示. 12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0909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209-8-4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拜願開示. 13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0909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51-0-2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說法  2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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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鏡錄 / 釋悟顯倡印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7209-7-7 (全套:平裝)  

1.禪宗  226.6  

禅的体验.禅的开示 / 圣严法师着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2 .-- 

408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

名:禪的體驗.禪的開示 .-- ISBN 978-

957-598-871-5 (平裝) NT$38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不完美,也很好 : 找回心靈能量,遇見

更好的自己 / 枡野俊明作 ; 江宓蓁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銷售顧問金典 ; 

110) .-- ISBN 978-986-5408-37-4 (平裝) 

NT$32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你變簡單,人生才能簡單 : 一堂禪學

的心理諮商課,學會放下與捨得 / 韓

立儀, 舒欣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64 面; 21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79-9 

(平裝) NT$34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放下的哲學 : 一場關於人生的禪學

思辨之旅 / 杜昱青, 李鑫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3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490-4 (平裝) NT$299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拜佛禪 / 釋繼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98-868-5 ( 平 裝 ) 

NT$35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過去就是過去了 : 放下過去的你,最

重要是活出未來的自己 / 平井正修

著 ; 葉廷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真

文化, 遠足文化出版,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認真生活 ; 5) .-- ISBN 978-

986-98588-9-2 (平裝) NT$3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七開示. 2 : 惟覺安公老和尚一九九

七年秋季第一梯次僧眾精進禪七開

示錄 / 文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編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文心文

化,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拈花

叢書) .-- ISBN 978-986-97973-2-0 (平

裝) NT$300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3.禪宗  

226.65  

知識寶藏 : 第八<次第辨增上定學品

> /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編撰 ; 

施心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化育文

教基金會, 10909 .-- 156 面; 22 公分 .-

- (了義寶藏  ; 8) .-- ISBN 978-986-

98319-1-8 (第 1 冊:平裝)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達賴喇嘛說般若智慧之道 / 第 14 世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藏

文口述 ; 艾倫.華勒士(B. Alan Wallace)

英譯 ; 陳琴富中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

163-0 (平裝) NT$28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不順意的日子 ,順心過  / 佩瑪 .丘卓

(Pema Chödrön)著 ; 雷叔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9 .-

- 224 面; 21 公分 .-- (Holistic ; 140) .-- 

ISBN 978-986-357-190-2 ( 平 裝 ) 

NT$38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利器之輪講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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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0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9465-1-3 (第 1 冊:平裝) NT$32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恰美山居法. 6, 一生中山居閉關的實

修教法 /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 堪布卡

塔仁波切講述 ; 堪布羅卓丹傑口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0911 .-

- 冊 .-- (經典開示 ; 28) .-- ISBN 978-

986-98800-6-0 (全套:精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有佛教化、有法化解的台灣普陀山

普濟禪寺 / 台灣普陀山普濟禪寺編

輯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英, 

10909 .-- 144 面; 30 公分 .-- (觀音心藥

法集 ; 7) .-- ISBN 978-986-98822-4-8 

(平裝) NT$500  

1.普濟禪寺 2.臺灣  227.33  

臺灣佛教史 / 江燦騰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10 .-- 5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284-0 ( 平 裝 ) 

NT$650  

1.佛教史 2.臺灣  228.33  

觀音,佛的好幫手 / 比丘尼近柔, 特莉.

尼克森作 ; 比丘尼恒青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總中文部, 109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328-

98-4 (平裝)  

1.觀世音菩薩 2.青少年讀物  229.2  

弘願深如海 : 深水觀音禪寺開山祖

師開良法師 / 釋悟觀等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79) .-

- ISBN 978-986-99530-6-1 ( 平 裝 ) 

NT$450  

1.釋開良 2.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道法傳奇錄 : 引登覺路的玄門道功

神仙之術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11 .-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51-13-1 (平裝) NT$260  

1.道教修鍊  235  

基督教 

經濟與金融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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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 .-- 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8275-9-1 (平裝) NT$120  

1.宗教倫理 2.宗教與社會 3.基督教  

240.16  

小可愛聖經 / 西希莉.歐樂森(Cecilie 

Olesen)文 ; 谷司塔沃.馬查利(Gustavo 

Mazali)圖 ; 張詩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道聲, 10910 .-- 60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400-312-9 (精裝)  

1.聖經故事 2.兒童讀物  241  

聖經的故事 = Sible story / 司馬芸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世

界文學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

99105-5-2 (平裝)  

1.聖經故事  241  

救恩何浩大 : 從聖經神學再思因信

稱義的真義 / 汪川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道聲,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00-310-5 ( 平 裝 ) 

NT$300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聖經中的三一神論 : 生活在聖父、

聖子、聖靈的團契中 / 艾格恩(Brian 

Edgar)作 ; 李望遠譯 .-- 初版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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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8-745-3 (平裝)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聖經中的永生神 : 認識祂的榮耀、

子民與世界 / 路易斯(Peter Lewis)作 ; 

黃從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0912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50-7 (平裝)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出谷紀詮釋 : 附研經指南 / Stephen J. 

Binz 著 ;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 臺北

市 : 光啟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

分 .-- (輔大神學叢書 ; 144) .-- ISBN 

978-957-546-936-8 (平裝) NT$280  

1.出埃及記 2.聖經研究  241.212  

原來十誡這麼重要 / 王天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9 .-- 

25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752-7-1 (精裝)  

1.十誡 2.基督教 3.教牧學  241.2121  

肋未紀詮釋 / J. Edward Owens 著 ; 活

水編譯小組編譯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輔大

神學叢書 ; 145) .-- ISBN 978-957-546-

937-5 (平裝) NT$180  

1.利未記 2.聖經研究  241.213  

利未記靈拾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 (研經叢書)(靈拾系列 ; 15) .-- ISBN 

978-986-277-304-8 (平裝)  

1.利未記 2.聖經研究  241.213  

聖經之鑰 : 利未記-申命記 = Logos 

gateway / 徐坤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 10909 .-- 2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824-0-8 (精

裝)  

1.利未記 2.申命記 3.注釋  241.213  

異象與領導力 : 以尼希米記為例 / 陳

吉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983-3-1 (平裝)  

1.尼希米記 2.聖經研究 3.領導  

241.293  

啟示錄 : 關鍵字解經 1-11 章 / 一粒金

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432 面; 24 公分 .-- (宗教神

話) .-- ISBN 978-957-13-8403-0 (平裝) 

NT$680  

1.啟示錄 2.注釋  241.8  

愛裡沒有懼怕 / 呂日星著 .-- 初版 .-- 

台南市 : 呂日星, 10910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5-0 (平裝) 

NT$150  

1.神學 2.信仰 3.基督徒  242  

應用神學 : 活化聖經中的生活智慧 / 

李順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11 .-- 480 面; 21 公

分 .-- (信徒神學叢書 ; 31-) .-- ISBN 

978-957-556-890-0 (卷 1:平裝)  

1.神學 2.基督徒  242  

天堂,有什麼好期待? : 再思復活、終

末 , 與 教 會 的 大 使 命  / 賴 特 (N.T. 

Wright)著 ; 蔡昇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98-751-4 (平裝)  

1.基督 2.神學 3.教會  242.2  

返璞歸真 : 純粹的基督教 / C.S.路易

士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88-8 (平裝) NT$350  

1.基督教 2.信仰  242.42  

信仰的大未來 : 人類需要的 20 個信

念 / 謝木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9-1 (平裝)  

1.基督教 2.信仰  242.42  

回到正統 / 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

著 ; 莊柔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

園書房, 10910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6-0 (平裝)  

1.護教 2.神學  242.9  

在主內有分東西. 第一集, 地球村萬

民唱歌  稱頌主恩典極大  / 駱維道

編 .-- 臺南市 : 南神, 10909 .-- 112 面; 

26 公分 .-- (南神教會音樂系列) .-- 

ISBN 978-986-98764-5-2 (平裝)  

1.聖詩  244.4  

小 人 物 的 大 革 命  / 路 卡 杜 (Max 

Lucado)著 ; 屈貝琴, 黃淑惠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26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198-755-2 (平裝)  

1.基督徒  244.9  

宇宙这么大,你就是奇蹟 : 河马教授

谈学习、人生,以及其他 / 张文亮口

述 ; 罗吉希记录 ; 杨丽玲绘图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120

面; 17 公分 .-- 正體題名:宇宙這麼大,

你就是奇蹟: 河馬教授談學習、人生,

以及其他 .-- ISBN 978-986-198-752-1 

(平裝)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宣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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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275-8-4 (平

裝)  

1.天主教 2.基督徒 3.教牧學  244.9  

超越蒙福  / 羅伯特 .莫里斯 (Robert 

Morris)作 ; 羅睿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異象工場, 10909 .-- 2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462-7-4 (平裝)  

1.基督徒 2.理財 3.生活指導  244.9  

新歌背後的樂/章 : 一個音樂家媽媽

的信仰旅程 =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the new song : a musician mother's 

journey of faith / 李佳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50-5-8 (平裝) 

NT$25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信仰的冒險旅程 : 新眼光讀經 2020

年 10-12 月 / 江明恩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86-5 (平

裝)  

1.基督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面 對 心 中 的 巨 人  / 路 卡 杜 (Max 

Lucado)著 ; 屈貝琴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296 面; 22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

748-4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悠遊聖言 : 主日讀經釋義. 乙年 / 黃

敏正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聞道 ,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849-8-3 (平裝) NT$350  

1.天主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1 / 德國合一

弟兄會編著 ;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

懷, 10910 .-- 冊 .-- ISBN 978-957-727-

581-3 (第 1 冊:平裝) NT$120 .-- ISBN 

978-957-727-582-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20 .-- ISBN 978-957-727-583-7 (第

3 冊:平裝) NT$120 .-- ISBN 978-957-

727-584-4 (第 4 冊:平裝) NT$120 .-- 

ISBN 978-957-727-585-1 (全套: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244.93  

About us / Q LAM 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希望之聲文化, 10910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7058-7-5 (精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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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神的大能 : 榮耀的見證. 11 / 許郭美

員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主燈塔事工,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149-5-8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雲彩集 : 集群恩膏 = Cloud set : cluster 

auoiuting / 主的使女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見證叢書 ; EO049) .-- 

ISBN 978-986-98752-8-8 (平裝)  

1.基督教 2.見證  244.95  

我的人生,我作主操作手冊 : 五節課

讓你改變你與上帝、自己和他人的

關 係  / 史 帝 夫 . 阿 特 伯 恩 (stephen 

Arterburn), 大衛.史都普(David Stoop)

作 ; 李明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舉手網絡協會, 10909 .-- 140 面; 21

公分 .-- (個人成長 ; T018) .-- ISBN 

978-986-99206-0-5 (平裝) NT$20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基督徒  

244.984  

教 會 婚 姻 中 的 變 與 常  / 白 寧 美

(Aldegonde Brennikmeijer-Werhahn) 編

著 ; 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編譯

小組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明,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597-18-1 (平裝) NT$300  

1.基督徒 2.婚姻 3.文集  244.99  

建造具感染力的教會 : 讓佈道事工

全 然 改 觀  / 馬 可 . 米 道 堡 (Mark 

Mittelberg)著 ; 許惠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道聲, 10909 .-- 512 面; 23 公分 .-

- (建造系列 ; 12) .-- ISBN 978-986-400-

311-2 (精裝)  

1.教牧學 2.教會  245  

基督新婦 : 你預備好了嗎? / 張哈拿

著 .-- 初版 .-- 臺東市 : 全球基督徒禱

告院,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84-0-0 (精裝)  

1.教牧學 2.基督徒  245  

身體神學與整全信仰 : 台灣神學研

究學院雙連講座論文集. 2020 年 = 

Body theology and holistic faith : 

collected essays for the Suang-Lien 

lectures(2020) at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 鄭仰恩等作 ; 曾宗盛, 賴

弘專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11 .-- 304 面; 23 公

分 .-- (台神雙連講座系列 ; 1) .-- ISBN 

978-957-556-889-4 (平裝)  

1.教牧學 2.文集  245.07  

不平凡的抉擇,改變了平凡人物 : 馨

香講道集. 二 / 俞貴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Truth ; 5) .-- ISBN 978-

986-98811-5-9 (精裝)  

1.教牧學  245.2  

打開閉鎖的福音之門 : 從共同先祖

世界觀認識榮譽與羞辱的文化 / 羅

蘭 .穆勒(Roland Müller)著  ; 陳美智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列 ; 21) .-- ISBN 978-

986-6355-68-4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台灣原住民

族宣教故事 / 方嵐亭總編輯 .-- 臺北

市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10909 .-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5592-5-6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徒 3.通俗作品  

245.6  

傳到萬民直到地極 : 歡慶上帝 15 年

來的信實恩典 : 少數民族宣教中心

15 週年特刊 = Celebrating 15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 2005-2020 MFCI 

15th anniversary / 陳怡文主編 .-- 臺中

市 : 中華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差傳會, 

10911 .-- 224 面; 23X27 公分 .-- ISBN 

978-986-99591-0-0 (精裝)  

1.少數民族宣教中心 2.教牧學 3.基

督教  245.6  

事奉有夠神 : 團隊服事的 23 堂課 / 

邁可.安東尼(Michael Anthony), 詹姆

斯.伊斯泰普(James Estep. Jr.)作 ; 顧美

芬, 鄭毓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主

流, 10910 .-- 544 面; 21 公分 .-- (學院

叢書系列 ; 5) .-- ISBN 978-986-98609-

4-9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247  

教會史是如何煉成的? : 一本不一樣

的 歷 史 神 學 指 南  / 羅 雲 . 威 廉 斯

(Rowan Williams)著 ; 吳震環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54-

5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3.歷史  247.09  

輕鬆學教會歷史  / 王天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2-6-

4 (精裝)  

1.基督教 2.教會 3.歷史  247.09  

信仰的基石 : 基督會再來 / 湯姆.瓦爾

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

(Lil Waldecker)作 ; 黃馨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9 .-- 148

面; 28 公分 .-- (兒童主日學教材 ; O) .-

- ISBN 978-986-99069-6-8 ( 活 頁 裝 ) 

NT$360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  

我的靈魂那麼小 : 聖女小德蘭回憶

錄新譯 / 聖女小德蘭(Sainte Thérèse 

de Lisieux)著  ; 台灣加爾默羅修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 

10910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46-935-1 (平裝) NT$360  

1.德蘭(Therese, de Lisieux, Saint, 1873-

1897) 2.天主教傳記  249.942  

澈底奉獻生命 : 真福瑪麗.道美.布隆.

班諦尼在聖嘉民靈醫修女會中的神

恩與使命 / 莉卡達.拉匝禮(Riccarda 

Lazzari)著 ; 徐明慧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聞道,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9-7-6 ( 平 裝 ) 

NT$480  

1.瑪麗.道美.布隆.班諦尼(Maria 

Domenica Brun Barbantini, 1789-1868.) 

2.天主教傳記  249.945  

如果你對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有很

大 的 愛  / 賴 甘 霖 (Andrés Díaz de 

Ràbago)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Mark ; 

163) .-- ISBN 978-986-5549-14-5 (平裝) 

NT$380  

1.賴甘霖(De Rabago, Andreas) 2.天主

教傳記  249.9461  

其他宗教 

真儒復興 : 述說發一典範 / 林榮澤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義理編輯

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發

行, 10909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904-92-0 (精裝) NT$560  

1.一貫道  271.6  

彌勒會元寶卷 : 闡義暨註釋本. 卷一 

/ 彌勒祖師作 ; 玄陽子闡義 .-- 再版 .-

- 桃園市 : 飄然山莊, 109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496-4-6 (平

裝)  

1.一貫道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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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會元寶卷 : 闡義暨註釋本. 卷三 

/ 彌勒祖師作 ; 玄陽子闡義 .-- 桃園市 : 

飄然山莊, 10910 .-- 3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5496-2-2 (平裝)  

1.一貫道  271.6  

彌勒會元寶卷 : 闡義暨註釋本. 卷四

(附錄:彌勒會元法懺靈符註釋語譯) / 

彌勒祖師作 ; 玄陽子闡義 .-- 桃園市 : 

飄然山莊, 10910 .-- 424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5496-3-9 (平裝)  

1.一貫道  271.6  

天道鈎沉 / 宋光宇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0909 .-- 320 面; 26 公分 .-

- (哲學研究叢書 . 宗教研究叢刊  ; 

702010) .-- ISBN 978-986-478-382-3 (平

裝) NT$500  

1.一貫道 2.歷史  271.609  

法身顯相集 / 宋七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日文化, 10909 .-- 4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90-1-9 (精裝)  

1.民間信仰  271.9  

法傳妙音 渡化迷津 / 楊麗容(道鎔)

作 .-- 臺中市 : 劉孋出版 : 道觀苑發

行, 10909 .-- 51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088-6 (第 1 冊:平裝)  

1.民間信仰  271.9  

2020 人與神共構 : 頭城的寺廟信仰 = 

Human and god co-construct : temple 

faith in Toucheng / 陳進傳等作 .-- 初

版 .-- 宜蘭縣頭城鎮 : 宜縣頭城鎮公

所, 10910 .-- 3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9-8 (精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宜蘭縣頭城鎮  

272.097  

大溪齋明寺發展史 / 吳學明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江金曄, 10909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52-

7 (精裝)  

1.寺廟 2.宗教史  272.097  

台灣神明的信徒傳說 / 張孁之, 張明

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明義 ,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00-5 (平裝) NT$3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臺灣  

272.097  

探索北投普濟寺 : 湯守觀音 / 陳裕順, 

姚文邦, 郭耿廷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

藝起公益協會, 10909 .-- 11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607-0-0 (平裝) 

NT$250  

1.觀世音菩薩 2.民間信仰 3.寺廟 4.

臺北市北投區  272.43  

德被海天.媽祖傳奇. 1 : 降魔伏妖.飛

昇成道 / 陳奕愷作 ; 謝海如等繪圖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關 渡 宮 ,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2385-9-5 (精裝)  

1.媽祖 2.民間信仰 3.繪本  272.71  

德被海天.媽祖傳奇. 2 : 神蹟感應.護

國祐民 / 陳奕愷作 ; 謝海如等繪圖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關 渡 宮 ,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16-0-8 (精裝)  

1.媽祖 2.民間信仰 3.繪本  272.71  

德被海天.媽祖傳奇. 3 : 北臺奠基.慈

恩遠播 / 陳奕愷作 ; 謝海如等繪圖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關 渡 宮 ,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16-1-5 (精裝)  

1.媽祖 2.民間信仰 3.繪本  272.71  

揭 示 印 度 教 內 義  / 蔡 國瑞 原 著  ; 

Wendy Yen-Wen Kang, 陳良平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慈光星酉講堂, 

10911 .-- 2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6498-4-1 (平裝)  

1.印度教  274  

神話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0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

神話故事) .-- ISBN 978-957-658-430-5 

(第 11 冊:平裝)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3.漫畫  

284.95  

術數；迷信 

占卜故事奇談 / 王虎應, 劉鐵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911 .-- 

217 面; 21 公分 .-- (相卜叢書 ; 2084) .-

- ISBN 978-986-98318-9-5 ( 平 裝 ) 

NT$300  

1.占卜  292  

易 : 易卜易解 / 郭孟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42-6 (平

裝) NT$280  

1.易占  292.1  

人類圖,找回你的原廠設定 / 謝頓.帕

金(Chetan Parkyn)著 ; 賴孟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

出版基地發行, 1091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1-42-9 (平裝) 

NT$620  

1.占星術 2.自我實現  292.22  

阿若優的星盤詮釋指南 / 史蒂芬.阿

若優(Stephen Arroyo)著 ; 亞瑟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9-837-4 ( 平 裝 ) 

NT$350  

1.占星術  292.22  

星座美少女. 3, 紅寶石項鍊的考驗 /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 李貝貝, 姜科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公主成

長學園 ; CFF009) .-- ISBN 978-986-

301-968-8 (平裝)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重新」認識臺灣籤詩文化  = A 

revisit to Taiwan's divination culture / 史

宗玲, 陳玫君, 陳淑媚編譯 .-- 1 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外語學院, 10909 .-

- 220 面; 25 公分 .-- 中英日德對照 .-- 

ISBN 978-986-99601-0-6 ( 平 裝 ) 

NT$200  

1.籤詩  292.7  

白光療癒卡 /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 鍾莉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11 .-- 192 面; 

20 公分 .-- (心靈塔羅系列 ; 58) .-- 

ISBN 978-986-99236-7-5 ( 平 裝 ) 

NT$1580  

1.占卜  292.96  

2021 牛年開財運賺大錢 / 陶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

8386-6 (平裝) NT$480  

1.生肖 2.改運法  293.1  

2021 牛轉乾坤開運農民曆 / 湯鎮瑋

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73-548-9 (平裝) NT$42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開運大預言&金牛年開運農民曆 . 

2021 / 雨揚老師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1 .-- 176 面; 2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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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臉譜叢書 ; FF1108G) .-- ISBN 

978-986-235-874-0 (平裝) NT$368  

1.生肖 2.改運法  293.1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 2021 / 詹惟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玩藝 ; 

98) .-- ISBN 978-957-13-8374-3 (平裝) 

NT$38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紫微斗數真言講義. 坤下卷, 圖解心

曜 / 章真言, 詹季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紫微學堂, 109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415-4-3 (平裝) 

NT$200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真言講義. 乾上卷, 圖說星

語 / 章真言, 詹季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紫微學堂, 10910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415-3-6 (平裝) 

NT$200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斗數捷覽教科書. 盤局結構篇 / 

章真言繪.撰 .-- 初版 .-- 新北市 : 紫微

學堂, 10910 .-- 3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415-2-9 (平裝) NT$1200  

1.紫微斗數  293.11  

學會紫微斗數,就看這一本 : 紫微斗

數現代思路及實例解析 / 三禾山人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

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910 .-- 356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69) .-- ISBN 

978-986-488-211-3 (平裝) NT$320  

1.紫微斗數  293.11  

孟註<<絡繹賦>><<千里馬>> / 李志

誠(孟樵)著 .-- 臺中市 : 克一圖書, 

10909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605-6-8 (平裝) NT$2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3.改運法  293.12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七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唯心宗文化傳播, 10909 .-- 13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48-1-0 (平裝)  

1.堪輿  294  

陽宅風水指南. 2021 = Guide to Yang 

House Feng Shui / 胡肇台編著 .-- 1

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9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85-899-3 (平

裝) NT$960  

1.相宅  294.1  

學風水一本就上手 / 王信宜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 : 紅

螞蟻圖書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

分 .-- (Easy quick ; 168) .-- ISBN 978-

986-488-210-6 (平裝) NT$320  

1.相宅  294.1  

愛 自 己 , 只 是 一 個 開 始  / Ruowen 

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92-7 (平裝) NT$350  

1.通靈術 2.靈修  296.1  

聖神仙佛著金篇 : 第六屆全國扶鸞

觀摩大會 : 鸞文彙集/活動紀實 / 楊非

武等執行編輯 .-- 南投縣竹山鎮 : 投

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109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098-7-6 (精

裝)  

1.扶乩 2.民間信仰  296.2  

自然科學類 

總論 

科學詭案調查局 : 吃飯不要看!離奇

現象與噁爛實驗的科學研究報告 / 

艾莉卡 .恩格豪伯(Erika Engelhaupt), 

國家地理學會作 ; 布萊恩尼.莫羅-克

里布斯 (Briony Morrow-Cribb)插畫  ; 

姚若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

國際文化, 10910 .-- 33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57-8722-99-6 (平裝)  

1.科學 2.科學實驗  300  

原來是這樣! / 魯德亞德.吉卜林文 ; 

卡特琳.莎樂爾圖 ; 李珞玟改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11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388-1 (精

裝) NT$32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天才達文西的科學教室 : 從 26 個科

學實作體驗發明、創造與思考的樂

趣 / 海蒂.奧林傑(Heidi Olinger)著 ; 李

弘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144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16-9-

7 (平裝)  

1.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

1519) 2.科學實驗 3.通俗作品  303.4  

科 展 設 計 與 實 作  = Science fair 

projects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all / 全中平等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科學教育館, 10910 .-- 25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00-3 (平裝) 

NT$450  

1.科學 2.展覽  306.6  

出發吧!科學冒險. 1 : 從舊石器時代

到觀測彗星的飛躍科學史 / 金泰寬, 

林亨旭撰文 ; 文平潤繪圖 ;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11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97-8 (平裝)  

1.科學 2.歷史 3.漫畫 4.通俗作品  

307.9  

最強對決. 2, 大腳怪 vs 狼人 / 蔡詩中

文 ; 陳葆元, 雷歐, 林迪文圖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160 面; 25 公

分 .-- (神祕科學探險隊系列) .-- ISBN 

978-957-658-427-5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撓場的科學 : 李嗣涔博士以「撓場」

科學解密風水原理,揭開靈界取能、

星際通訊的新文明 / 李嗣涔作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PopSci ; 10) .-- ISBN 978-957-

658-424-4 (平裝) NT$450  

1.科學 2.超心理學 3.通俗作品  

307.9  

驚爆火山 / 陳葆元作 ; 氧氣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科幻冒

險隊) .-- ISBN 978-986-301-967-1 (平

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生

物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81-7 (第 3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地

科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83-1 (第 3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理

化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82-4 (第 3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名偵探柯南晨讀 10 分鐘推理課 / 青

山剛昌原作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12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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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31-2 (第

1 冊: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超自然科學歷史探險  / Thaleungsak 

Laungsarn 文  ; Thana Reungpatchara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神秘知識漫畫系列) .-

- ISBN 978-957-658-428-2 (第 1 冊:平

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大轉折 : 百年科學匯流史,扭轉人類

文明的關鍵融合  / 彼得 .沃森(Peter 

Watson)著 ; 蔡承志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11 .-- 584 面; 21 公分 .-- 

(Big ideas) .-- ISBN 978-957-08-5628-6 

(平裝)  

1.科學 2.歷史  309  

數學 

呼吸治療師國考歷屆數學題目解析 / 

陳慧秦, 程秀蘭, 張新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格物學術, 109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704-1-4 (平

裝) NT$500  

1.數學  310  

普通數學 / 易正明等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10 .-- 4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285-7 ( 平 裝 ) 

NT$540  

1.數學  310  

數學原本 : 數列 / 郭上鞅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郭上鞅, 10909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09-8 (精

裝) NT$700  

1.數學教育  310.3  

微積分聖典 / 張之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出版 : 紅螞蟻圖書

發行, 10910 .-- 676 面; 25 公分 .-- (樂

科普 ; 3) .-- ISBN 978-957-9036-30-6 

(平裝) NT$550  

1.微積分  314.1  

電腦資訊科學 

一次考上銀行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

論) / 蔡穎, 茆政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26-

5 (平裝)  

1.電腦  312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 蔡穎, 茆

政吉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10 .-- 5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25-8 (平裝)  

1.電腦  312  

電腦誕生的奇幻旅程 : 用 0 和 1 來說

故事 / 川添愛著 ; 威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8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22-269-7 (平裝) 

NT$320  

1.電腦  312  

網路概論 / 黃謝璋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83-2 (平裝)  

1.電腦網路  312.16  

IPFS 原理與實戰 / 董天一, 戴嘉樂, 黃

禹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36-3 (平裝)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晉升成 HTTP 一代宗師 : 用 java 實作 

/ 肖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

訊,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803-3 (平裝) NT$490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MIS 網路工程師的技術和設計入門

第二版 / みやたひろし著 ; 蔡斐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

647-8 (平裝) NT$650  

1.網際網路 2.網路伺服器  312.1653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寶典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1-

6 (平裝)  

1.Dreamweaver(電腦程式) 2.網頁設計 

3.全球資訊網  312.1695  

HTML5+CSS3 最強圖解實戰講座  / 

草野あけみ作 ; 林蕙如, 陳禹豪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9-

2 (平裝) NT$550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S(電腦

程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全球資訊網  

312.1695  

HTML5、CSS、JavaScript、jQuery、

Ajax、RWD 網頁程式設計 / 陳惠貞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10 .-- 5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29-5 (平裝)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S(電腦

程式語言) 3.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

言) 4.網頁設計 5.全球資訊網  

312.1695  

原來世界是這樣運轉的 : 微服務架

構原理與實戰 / 吳治輝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6-

3 (平裝) NT$780  

1.全球資訊網  312.1695  

Refactoring for software design smells 中

文 版  : 管 理 技 術 債  / Girish 

Suryanarayana, Ganesh Samarthyam, 

Tushar Sharma 著 ; 袁國忠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2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2-9 (平

裝) NT$520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Vision X Voice 影像辨識聲控 : 雙 V

自駕車 / 施威銘研究室作 .-- 臺北市 : 

旗標, 10910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48-5 (平裝) NT$199  

1.電腦程式設計 2.人工智慧 3.汽車  

312.2  

小輕快跨平台 : 王的編輯器 VS Code

聖經 / 韓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09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5-6 ( 平 裝 ) 

NT$880  

1.電腦程式設計 2.物件導向 3.軟體

研發  312.2  

拉近和大神之間的差距  : 從閱讀

MyBatis 原始程式碼開始  / 易哥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091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54-9 (平裝) NT$880  

1.電腦程式語言 2.電腦程式設計  

312.3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 武功秘笈 / 松

橋小組工作室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

書, 10910 .-- 6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1-4 (平裝附光碟片)  

1.BASI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B3  

Visual C# 2019 程式設計經典 : 邁向

Azure 雲端與 AI 影像辨識服務(適用

VS 2017 與 2019) / 蔡文龍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8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27-

1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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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 程 式 設 計  : 使 用 Visual 

Studio 2019 / 葉倍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大電子系, 10909 .-- 

51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8416-5-8 (平裝) NT$53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一次搞定 C++程式設計 / 蔡明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910 .-- 6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8-2-6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深入淺出 Go / Jay McGavren 原著 ; 潘

國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25-7 (平裝)  

1.Go(電腦程式語言)  312.32G6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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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8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1-58-7 (平裝) 

NT$1000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Effective Python 中文版 : 寫出良好

Python 程式的 90 個具體做法 / Brett 

Slatkin 原著 ; 黃銘偉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32-5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 / 葉倍宏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大電子系 , 

10909 .-- 3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416-4-1 (平裝) NT$42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機器學習靠自己 : AI 影像辨

識超強實戰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

619-6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機器學習 

3.影像處理  312.32P97  

TensorFlow 2.x 人工智慧超炫專案與

完全實戰 / 柯博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4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28-8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一行指令學 Python : 用機器學習掌握

人工智慧 / 徐聖訓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4-8 (平裝

附光碟片)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TQC+AutoCAD 2021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8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8-9 (平

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TQC+AutoCAD 2021 特訓教材. 基礎

篇 / 吳永進, 林美櫻, 電腦技能基金會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8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93-1 (平裝附光碟片)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快速學會 AutoCAD 3D 立體製圖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 5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467-5-9 (平裝)  

1.AutoCAD(電腦程式)  312.49A97  

快速學會 AutoCAD 工業製圖 / 魏廣

炯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 

51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67-4-2 (平裝)  

1.AutoCAD(電腦程式)  312.49A97  

用試算表寫程式 / 汪溢作 .-- 初版 .-- 

台北市 : 奇遠科技, 10909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0-0-0 (平

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馬上就會 Office 2019 商務實作與應

用 / 數位新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0 .-- 4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0-493-4 ( 平 裝 ) 

NT$540  

1.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Project 專案管理認證高手 / 李育文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0 .-- 2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0-

7 (平裝)  

1.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Solid Edge 機械設計寶典 / 魏廣炯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0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2-

3 (平裝)  

1.Solid Edge(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5  

SOLIDWORKS 2020 基礎範例應用 / 

許中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10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86-3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快速學會 SolidWorks 2019 實體曲面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467-2-8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 / 王仲麒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20-2 (平裝)  

1.WORD(電腦程式) 2.論文寫作法  

312.49W53  

絕對硬派 : Windows 核心首度公開

C++解析 / 譚文, 陳銘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1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7-0 (平

裝) NT$890  

1.WINDOWS(電腦程式) 2.C++(電腦

程式語言) 3.作業系統  312.53  

64 位元 Debian Linux 作業系統實務 : 

Buster 版 / 李博明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 10909 .-- 5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3-114-9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圖解 LINUX 指令操作與網路設定 / 

河野寿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34-9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社群大數據 : 網路聲量、口碑及輿

情分析 / 楊立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9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475-3-4 (平裝)  

1.資料探勘 2.網路社群 3.網路分析  

312.74  

零信任網路 : 在不受信任的網路中

建構安全系統  / Evan Gilman, Doug 

Barth 原著 ; 江湖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33-2 (平裝)  

1.資訊安全 2.網路安全  312.76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 蔡雅綺, 彭萱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10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23-3 (下冊:平裝)  

1.多媒體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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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手機 APP、智慧硬體專案實作 : 

使用 TensorFlow Lite(ios/ Android/ RPi

適用) / Max Wainewright 原著 ; 曾吉

弘, 蔡雨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35-6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1  

趨勢未來 : 機器學習技術實戰 : 醫療

大數據深度應用  / 洪松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1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4-

1 (平裝) NT$560  

1.機器學習  312.831  

Photoshop 實用秘技 / 謝正英著作 .-- 

[基隆市] : 謝正英,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52-4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 鍾國亮著 .-- 7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5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6-

1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天文學 

暗物質 失落的宇宙 : 介於「存在」

與「不存在」之間,一本書讀懂 21 世

紀最重大的天文學難題 / 李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0 .-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23-7 (平裝) NT$299  

1.天文學  320  

*宇宙視野 : 年輕天文學者講座紀實

2012-2019 = Cosmic horizons : NCU-

delta young astronomers lectureship 

award / 陳文屏主編 .-- 桃園市 : 中央

大學, 10909 .-- 1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5-7-5 (精裝) NT$280  

1.天文學 2.文集  320.7  

物理 

超弦理論 : 與支配宇宙萬物的數學

式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翻

譯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 

10910 .-- 144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系列 ; 18) .-- ISBN 978-986-461-227-

7 (平裝) NT$400  

1.理論物理學 2.數學  331  

物理化學. II, 量子力學 / 黃定加, 黃

玲媛, 黃玲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6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3-504-4 ( 平 裝 ) 

NT$600  

1.量子力學  331.3  

LabVIEW 程式設計與應用 / 惠汝生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99-3 (平裝)  

1.LabVIEW(電腦程式) 2.量度儀器  

331.7029  

感測器應用實務(使用 LabVIEW) / 陳

瓊興, 歐陽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3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3-503-7 (平裝)  

1.LabVIEW(電腦程式) 2.量度儀器  

331.7029  

流體力學 : 原理與應用 / 黃立政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0909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89-4 (平裝) NT$520  

1.流體力學  332.6  

化學 

化學 / 紀致中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68-8 (平裝)  

1.化學  340  

香氣的科學 : 從天然香氣到人工合

成香氣的分子構造和萃取提煉的技

術原理全解析 / 平山令明著 ; 黃怡筠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72) .-- 

ISBN 978-986-5529-71-0 ( 平 裝 ) 

NT$450  

1.有機化學  346.3  

大學有機化學實驗 /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臺大

出版中心, 10909 .-- 12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350-420-7 ( 平 裝 ) 

NT$350  

1.有機化學 2.化學實驗  347.9  

COMSOL Multiphysics®電化學分析

與電池模擬 /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 彰化市 : 皮托科技, 10910 .-

- 22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2153-6-7 (平裝) NT$450  

1.電化學 2.電池  348.5  

地質學 

臺北市防災易讀手冊 : 地震來了怎

麼辦 / 蔡家隆等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消防局, 10909 .-- 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20-8 (平裝)  

1.地震 2.逃生與求生 3.災害應變計

畫  354.48  

*前世今生臺灣玉 / 方建能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909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

128-4 (精裝) NT$600  

1.玉器 2.臺灣  357.89  

奇形怪狀的化石 : 猜猜它來自哪隻

恐龍或其他古生物? / 土屋健作 ; 藤

井康文插畫 ; 宋碧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發

行, 10911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64-1-3 (平裝)  

1.化石 2.古生物學  359.1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二疊紀:

兩棲動物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7-2 (精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石炭紀:

巨蟲時代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6-5 (精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志留紀

和泥盆紀:魚類時代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2-

75-8 (精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前寒武

紀和寒武紀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 10911 .-- 50 面 ;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3-

4 (精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奧陶紀

的海洋動物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 10911 .-- 50 面 ;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4-

1 (精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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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生物學 

開啟上帝視角 : 從喝奶看人體如何

掀起一場無聲的 DNA 革命 / 任博文

(Brian Winston Ring)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0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22-0 (平

裝) NT$420  

1.基因 2.遺傳學 3.通俗作品  363.81  

森林不沉默  / 瑪德蓮 .琦歌(Madlen 

Ziege)作 ; 林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51-0 (平

裝)  

1.生物生態學  367.3  

*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 第十一屆 : 

論文摘要集 = The 11th Symposium on 

Taiwan Wetland Ecosystems / 許晉誌總

編輯 .-- 初版 .-- 新竹縣 : 臺灣濕地學

會, 10909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247-9-5 (平裝)  

1.溼地 2.生態保育區 3.文集 4.臺灣  

367.831407  

動物仿生學 / 珍妮佛.斯旺森(Jennifer 

Swanson)作 ; 徐仕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0-

7 (平裝)  

1.生物技術 2.仿生學 3.通俗作品  

368  

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 : 人體

的原始記憶與演化 / 羅伯.唐恩(Rob 

Dunn)著 ; 楊仕音, 王惟芬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科學新視野 ; 102) .-- ISBN 978-

986-477-928-4 (平裝) NT$420  

1.微生物學 2.人類生態學 3.人類演

化  369  

益生菌 2.0 大未來 : 人體微生物逆轉

疾病的全球新趨勢 / 蔡英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0 .-- 276 面; 23 公分 .-

- (醫藥新知 ; 21) .-- ISBN 978-986-

99313-8-0 (平裝) NT$450  

1.乳酸菌 2.健康法  369.417  

植物學 

果實種子這樣玩 : 賞果圖鑑 x 自然創

作 / 黃心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8-2 (平裝) NT$580  

1.果實 2.種子 3.植物圖鑑 4.手工藝  

371.74025  

看見南風隙古道 : 綠色風獅爺的故

鄉 : 斗門聚落植物導覽手冊 / 陳西村

編輯撰文 .-- 金門縣金沙鎮 : 金縣斗

門社區發展協會, 10909 .-- 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74-0-3 (平裝) 

NT$100  

1.植物 2.福建省金門縣金沙鎮  

375.233  

植物學百科圖典  / 彭鏡毅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441-8 (精

裝) NT$630  

1.植物圖鑑 2.臺灣  375.233  

動物學 

不一樣也沒關係 : 奇妙又有趣的動

物冷知識,讓你笑笑過每一天 / 帽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361-920-8 (平裝)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動物星球 / 羽奕編著 .-- 臺中市 : 華

碩文化科技, 10911 .-- 20 面; 27 公分 .-

- (有聲書系列 ; S043) .-- ISBN 978-

986-5542-03-0 (精裝)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超悲情昆蟲圖鑑 : 忍辱負重只求平

安度過每一天! / 岡島秀治監修 ; 小

堀文彥繪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13-5 (平裝)  

1.昆蟲 2.動物圖鑑  387.725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記 / 張文

亮作 ; 蔡兆倫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5-42-4 (平裝) NT$320  

1.螢火蟲 2.自然保育 3.兒童讀物  

387.785  

果園裡的小鳥 / 徐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910 .-- 135 面; 21 公分 .-- (自然筆

記 ; 5) .-- ISBN 978-986-499-104-4 (平

裝) NT$280  

1.鳥類 2.兒童讀物  388.8  

和路邊的野鳥做朋友 : 超萌四格漫

畫,帶你亂入很有戲的鳥類世界 / 川

上和人, 三上桂, 川嶋隆義著 ; 松田由

香繪 ;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89-404-8 (平裝) NT$360  

1.鳥類 2.漫畫  388.8  

喔!原來如此 有趣的鳥類學 / 陳湘靜, 

林大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10 .-- 192 面; 18X19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6-8 (平裝) NT$450  

1.鳥類 2.通俗作品  388.8  

*翠鳥 / 邱承宗文.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79-9 (精裝) 

NT$380  

1.雀形目 2.繪本  388.894  

水雉的浮葉 / 玉米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 10910 .-- 4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1-

183-4 (精裝) NT$360  

1.水雉 2.動物保育 3.生態教育 4.繪

本  388.896  

鯨, = The whale... / 蔡政修作 .-- 一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78-9 (平裝) 

NT$180  

1.鯨目 2.動物演化  389.7  

鯨驗值 : 鯨骨解密特展 = The Secrets 

Behind Whale Skeleton / 曾鉦琮, 林俊

聰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909 .-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

133-8 (平裝) NT$550  

1.鯨目 2.動物保育  389.7  

人類學 

人類大歷史 : 知識漫畫. 1, 人類誕生 

/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范德穆

倫(David Vandermeulen)合著 ; 卡薩納

夫(Daniel Casanave)繪圖 ; 林俊宏, 顏

志翔合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10 .-- 248 面; 28 公分 .-

- (科學文化 ; 211) .-- ISBN 978-986-

5535-81-0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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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類演化 2.人類起源 3.漫畫  

391.6  

身 體 密 碼  / Gabriele Clima 撰 文  ; 

Marina Romagnoli 繪圖 .-- 臺中市 : 華

碩文化科技, 10911 .-- 20 面; 2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07-8 

(精裝)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學 3.通俗作品  

394  

醫 用 解 剖學  / Richard L. Drake, A. 

Wayne Vogl, Adam W. M. Mitchell 作 ; 

王馨瑩等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愛思唯爾, 10910 .-- 118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067-8-4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394  

骨頭的祕密 : 徹底了解人體的構造! / 

坂井建雄監修 ; 許郁文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0911 .-- 72

面; 28 公分 .-- (快樂的探索學習系

列) .-- ISBN 978-986-98187-6-6 (精裝) 

NT$380  

1.人體解剖學 2.骨骼  394.2  

腦的祕密 : 清楚解說腦的構造與功

用! / 川島隆太監修 ; 林佩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0911 .-- 

72 面; 28 公分 .-- (快樂的探索學習系

列) .-- ISBN 978-986-98187-7-3 (精裝) 

NT$380  

1.腦部 2.神經解剖學 3.通俗作品  

394.911  

人類發展學 / 張貝萍等合著 .-- 四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04-3 (平裝) NT$380  

1.發育生理學 2.發展心理學 3.人類

發展  397.1  

非懂不可!青春害羞小煩惱 / 詩詩原

創漫畫 ; 陶綺彤漫畫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11 .-- 176 面; 

23 公分 .-- (甜心漫畫屋 ; 5) .-- ISBN 

978-986-5556-03-7 (平裝) NT$280  

1.青春期 2.性教育 3.女性 4.漫畫  

397.13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綠能低碳議題傳播之行動研究 / 賴

正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9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94-2 (平裝)  

1.能源技術 2.能源教育 3.傳播研究  

400.15  

醫藥 

你做的檢查、治療都是必要的嗎? : 

小心!過度的醫療行為,反而嚴重傷害

你的健康! / 江守山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名醫圖

解 ; 19) .-- ISBN 978-986-99313-7-3 (平

裝) NT$380  

1.醫學 2.醫療服務  410  

逆轉,由不得你不聽! / 劉乂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565-8-4 (平裝) NT$450  

1.醫學 2.醫療服務  410  

逆齡專用!人體第九系統 : 啟動身體

修復模式的秘密  / 陳俊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Happy body ; 185) .-- ISBN 

978-986-136-561-9 (平裝)  

1.醫學 2.健康法  410  

當代醫學概論 = Introduction to modern 

medicine / 楊辰夫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369-8 (平裝)  

1.醫學  410  

心的時差 :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精

神醫學篇 /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醫大醫學系, 10910 .-

- 208 面; 21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 ISBN 978-986-6105-47-0 ( 平 裝 ) 

NT$300  

1.醫學倫理 2.醫病關係 3.文集  

410.1619  

生醫研究倫理 / 蔡甫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醫學院, 10909 .-- 197 面; 

26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23) .-- 

ISBN 978-986-5452-32-2 ( 平 裝 ) 

NT$500  

1.醫學倫理學  410.1619  

臨床倫理學 / Albert R. Jonsen, Mark 

Siegler, William J. Winslade 原著 ; 辛

幸珍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格羅

希爾, 合記,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41-453-7 (平裝)  

1.醫學倫理 2.個案研究  410.1619  

生命 無盡 : 無語良師照亮慈大模擬

醫學中心 / 葉文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金會,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8-7 (平裝) NT$360  

1.醫學教育 2.模擬教學  410.3  

未知生焉知死 :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

與寫作 / 王雅慧編著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醫學人文

叢書系列 ; 7) .-- ISBN 978-986-5514-

41-9 (平裝) NT$260  

1.醫學教育 2.醫病關係 3.文集  

410.3  

*半世紀的軌跡 :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50 週年文集 = 50 Years of glory since 

1970 /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50 週年文

集編輯委員會作 .-- 臺北市 : 台灣消

化系醫學會, 10909 .-- 5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54-0-9 (平裝)  

1.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2.內科 3.消化

系統 4.臺灣  410.933  

MY 健康誌. 2021 / 聯合報記者團隊

文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新聞

部, 109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26-6-9 (平裝) NT$280  

1.健康法  411.1  

百歲時代健康的祕密 : 若想無病、

無痛健康活下去,該如何準備? / 金忠

雄著 ; 陳聖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養

生館 ; 46) .-- ISBN 978-986-99458-1-3 

(平裝) NT$350  

1.中老年人保健 2.健康法 3.生活指

導  411.1  

銀髮樂齡族 : 延齡回春寶典 / 孟昭泉, 

孫樹印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

會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19-0-6 ( 平 裝 ) 

NT$350  

1.中老年人保健 2.保健常識 3.健康

法  411.1  

簡單豐足 : 減法養生的 52 個關鍵字 / 

洛桑加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87-3 (平裝) NT$400  

1.養生 2.健康法 3.生活指導  411.1  

靜坐 : 這一檔子事 / 王薀講述 .-- 臺

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10909 .-- 267 面; 

23 公分 .-- (善聞靜坐屑言集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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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97861-5-7 ( 精 裝 ) 

NT$350  

1.靜坐 2.養生  411.15  

靜坐 : 這一檔子事 : 引導功法 / 王薀

講述  .-- 臺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 , 

10909 .-- 270 面; 23 公分 .-- (善聞靜坐

屑言集 ; 2) .-- ISBN 978-986-97861-6-4 

(精裝) NT$350  

1.靜坐 2.養生  411.15  

靜坐之後 / 王薀講述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 10909 .-- 304 面; 23 公

分 .-- (善聞靜坐屑言集 ; 3) .-- ISBN 

978-986-97861-7-1 (精裝) NT$280  

1.靜坐 2.養生  411.15  

逆轉腦年齡 : 樂齡腦遊 100 題 / 世一

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429-581-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429-582-1 (第 2 冊:平裝)  

1.健腦法 2.益智遊戲 3.老人  411.19  

腦力進化 / 吳仁光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20-5 (平裝) 

NT$300  

1.健腦法 2.生活指導  411.19  

8 週自癒的香蕉奇蹟 / 松生恒夫監修 ; 

林俞萱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11 .-- 144 面; 23 公

分 .-- (樂健康 ; 71) .-- ISBN 978-986-

5520-24-3 (平裝)  

1.健康飲食 2.香蕉 3.食療  411.3  

圖解營養生化學 / 莊正宏等著 ; 楊秀

麗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67-3 (平裝) NT$400  

1.營養生化學  411.3  

營養評估 / 劉慧蓉等合著 ; 張雯雯總

編輯 .-- 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10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05-0 (平裝) NT$575  

1.營養  411.3  

全植物飲食.營養全書 : 美國蔬食營

養界先驅,以最新科學實證與營養學

觀點,為你打造最專業的飲食指南 / 

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珊托.

梅麗娜(Vesanto Melina)著 ; 邱喜麗, 

謝宜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0910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9-405-5 (精裝) NT$1600  

1.素食 2.健康飲食 3.營養學  

411.371  

找蔬食 Traveggo 的無肉全植生活提

案 : 90 道純植初心料理,兼顧美味與

愛護動物的生活方式 / 找蔬食 Hao &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1 .-- 232 面; 23 公分 .-- (好日好

食 ; 52) .-- ISBN 978-957-658-429-9 (平

裝) NT$400  

1.素食 2.健康飲食 3.素食食譜  

411.371  

疼痛、復健與肌力訓練全書 : 亞斯

診療法教你一次只練一塊肌肉,揮別

惱人代償問題,讓真正需要鍛鍊的肌

肉 變 強 壯 ! / 米 契 爾 . 亞 斯 (Mitchell 

Yass)作 ; 周沛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8567-70-2 (平裝) NT$400  

1.運動健康 2.運動訓練 3.肌肉  

411.7  

想死不如健身!改變一生的超科學理

由 / 泰史特龍, 久保孝史著 ; 劉格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一起來美 ; 8) .-- ISBN 978-986-

99115-3-5 (平裝) NT$40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花谷式「交叉步行」整體全書 / 花

谷貴之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59-6 (平

裝)  

1.運動健康 2.健行  411.712  

28 天得舒飲食健康輕體計畫 : 結合

100 道營養低鈉食譜、睡眠、運動和

壓力管理,全方位降低血壓與預防心

血管疾病的終生受用減重法 / 安荻.

德.桑蒂斯(Andy De Santis), 茱莉.安德

魯斯(Julie Andrews)著 ; 王心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 

10910 .-- 2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9071-1-8 (平裝) NT$450  

1.減重 2.健康飲食 3.運動健康  

411.94   

*沒廚房.零廚藝.易胖體質減脂求生

記 / Ola 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 192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30) .-

- ISBN 978-986-384-457-0 ( 平 裝 ) 

NT$399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掌握代謝 ,90%的肥肉會自己消失  / 

吉莉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作 ; 徐

薇唐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10 .-- 284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70) .-- ISBN 978-986-99409-1-7 

(平裝) NT$399  

1.減重 2.新陳代謝  411.94  

連 江 縣 衛 生 福 利 年 報 . 108 年  = 

Lienchiang health and welfare report. 

2019 / 池瑞萍總編輯 .-- 連江縣南竿

鄉 : 連縣府, 10909 .-- 11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8-68-6 (平裝)  

1.公共衛生 2.福建省連江縣  

412.1231/137  

醫藥健保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編輯  .-- 2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911 .-- 1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77-2 (平裝) NT$350  

1.醫藥法規 2.全民健康保險 3.衛生

法規  412.21  

「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報告 . 

107 年 / 陳惠芳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食藥署, 10910 .-- 15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69-9 (平裝) 

NT$120  

1.藥物濫用防制 2.神經系統藥物  

412.24  

傳染力法則 : 疾病、股市趨勢與假

消息,病毒式傳播背後的共通道理 / 

亞當.庫查斯基(Adam Kucharski)著 ; 

高子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13-5-6 (平

裝) NT$460  

1.流行病學 2.傳播 3.趨勢研究  

412.4  

超級病毒全攻略 新冠病毒 COVID-19

大解析 : 一本書掌握病毒、細菌面

貌.預防感染之道.日常養生寶典 / 梁

崇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呷健康 ; 

12) .-- ISBN 978-986-99109-3-4 (平裝) 

NT$32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新冠漫談 : 見證疫情的勇士們 / 田輝

皇, 牛志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317-5 (平裝) NT$35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訪談 3.臺灣  

41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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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看見臺灣 = Taiwan can help / 

莊博欽, 余慈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端,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620-7-6 

(平裝) NT$28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臺

灣  412.471  

預防接種服務財務解決對策 = The 

strategy of solving the finance of 

vaccination / 論壇「預防接種服務財

務解決對策」委員會作 .-- 初版 .-- 苗

栗縣竹南鎮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臺

北市] : 衛福部, 10911 .-- 14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68-2 (平裝) 

NT$250  

1.預防接種 2.疫苗 3.公共財務管理 

4.財務策略  412.484  

健康風險評估 : 科學決策之基石 / 吳

焜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72-5 (平裝)  

1.健康風險評量 2.健康法  412.5  

噪 音 工 程 改 善 技 術 手 冊  = The 

guidelines of industry noise control / 李

昆哲, 王偉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研所, 10909 .-- 12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94-4 (平裝) 

NT$45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小喜與朋友們. 2020. 5, 你可以的!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0. 5, You can do 

it! / 畢希斯多媒體設計有限公司編著.

設計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9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9-62-0 (平

裝) NT$150  

1.幼兒健康 2.兒童讀物  412.58  

* 小 喜 與 朋 友 們 . 2020. 6, 唉 呦 !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0. 6, Oppsie! / 畢

希斯多媒體設計有限公司編著 .設

計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9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9-63-7 (平

裝) NT$150  

1.幼兒健康 2.兒童讀物  412.58  

*小喜與朋友們. 2020. 7, 我沒有!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0. 7, No! I don't! 

/ 畢希斯多媒體設計有限公司編著.

設計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9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9-64-4 (平

裝) NT$150  

1.幼兒健康 2.兒童讀物  412.58  

* 小 喜 與 朋 友 們 . 2020. 8, 等 等 ! = 

Chelsea and friends 2020. 8, Wait! / 畢

希斯多媒體設計有限公司編著 .設

計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9 .-- 36 面; 20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9-65-1 (平

裝) NT$150  

1.幼兒健康 2.兒童讀物  412.58  

(看圖自學)漢方醫學 : 氣血.五行.四

診.八綱,一本讀懂漢方.生藥原理與

基礎運用方法 / 緒方千秋, 坂田幸治

作 ; 簡毓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

視界 ; 245) .-- ISBN 978-986-5408-36-7 

(平裝) NT$350  

1.中醫  413  

國 家 中 醫 藥 研 究 所 年 報 . 2019 = 

Annual report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MOHW. 2019 / 衛

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編 .-- 臺

北市 :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

60-6 (平裝)  

1.中醫 2.中醫藥管理 3.文集  413.07  

圖解難經 / 李家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11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12-0 ( 平 裝 ) 

NT$280  

1.難經 2.注釋  413.12  

逆齡食養 / 杜丞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6-21-3 (平裝) NT$420  

1.中醫 2.養生 3.女性  413.21  

身體的立體結構網絡 / 林兩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運動 ; 34) .-- 

ISBN 978-986-5529-76-5 ( 精 裝 ) 

NT$400  

1.骨傷科 2.疼痛醫學 3.復健醫學 4.

中西醫整合  413.42  

YNSA 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 真人圖解

刺激點施針教科書! / 山元敏勝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健康百科 ; 49) .-- ISBN 

978-986-5529-74-1 (精裝) NT$790  

1.針灸  413.91  

探索人體的氣系統 : 經絡學大突破! / 

林孝宗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自發功

研究室,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21-3-7 ( 平 裝 ) 

NT$250  

1.氣功 2.經穴  413.94  

達摩洗髓功 / 徐華佗著 .-- 二版 .-- 臺

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 10911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25-6-5 (平

裝) NT$260  

1.氣功 2.運動健康  413.94  

達摩氣功灸 / 盧錫煥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盧錫煥,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16-6 (精裝) 

NT$480  

1.氣功 2.健康法  413.94  

「好」吃,吃「好」 : 老中醫 x 微微

蔡 55 道體質食療常備菜,讓身體變成

不易生病體質 / 微微蔡, 老中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

47-3 (平裝) NT$350  

1.中醫 2.食療 3.食譜  413.98  

一個人到一家的電鍋調養益膳 : 用

電鍋燉補 46 道湯、粥、茶、養生藥

膳 X 經絡按摩,調體質、養氣血 / 吳

怡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養生館 ; 

45) .-- ISBN 978-986-99458-0-6 (平裝) 

NT$360  

1.中醫 2.藥膳 3.食譜  413.98  

本草滴髓 / 趙啟禎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知書房, 10910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96-160-4 (平裝) 

NT$300  

1.神農本草經 2.研究考訂  414.11  

病歷資訊管理學與實務 : e 世代病歷

資 訊 管 理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E-era 

version / 詹清旭等共同執筆 ; 陳星助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病歷

資訊管理學會, 10909 .-- 60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617-0-7 (精裝) 

NT$700  

1.病歷管理 2.資訊管理  415.206  

實用臨床微生物診斷學  = Practical 

clinical microbiology / 蔡文城, 蔡岳廷

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九州圖

書, 10911 .-- 17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29-52-6 (精裝)  

1.診斷學 2.微生物學  4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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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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711-091-6 (平裝) NT$320  

1.影像醫學 2.影像診斷 3.人工智慧  

415.216  

神經放射診斷學 : 實用臨床案例解

析 / 沈戊忠作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 

10910 .-- 34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7364-87-6 (精裝)  

1.放射線診斷 2.神經系統  415.216  

大流感 : 致命的瘟疫史 / 約翰.M.巴

瑞(John M. Barry)作 ; 王新雨, 張雅涵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Open ; 

1/48) .-- ISBN 978-957-05-3288-3 (平裝) 

NT$550  

1.流行性感冒 2.醫學史 3.美國  

415.237  

養肝就是養命 : 護肝七大步驟讓你

從體內促進肝臟活力保健康 / 李興

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10 .-- 416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60) .-- ISBN 978-986-98627-9-0 (平裝) 

NT$450  

1.肝病 2.保健常識  415.53  

連續性血糖監測(CGM)/連續性皮下

胰島素注射(CSII)指引. 2020 /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糖尿病學會, 10909 .-- 

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39-

4-0 (平裝)  

1.糖尿病 2.胰島素 3.注射  415.668  

糖尿病飲食與治療 / 陳煥文, 林毓禎, 

Amanda 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

與飲食 ; 119) .-- ISBN 978-986-5529-

65-9 (平裝) NT$350  

1.糖尿病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5.668  

鳥博士的泌尿醫學院 : 30 道你一定

要知道的常見泌尿問題 / 詹皓凱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3-2-4 (平裝) NT$360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415.8  

能醒.能走 : 林欣榮教授的腦醫學救

命筆記 / 林欣榮主述 ; 凃心怡採訪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7-1-7 (精

裝) NT$400  

1.腦部疾病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5.92  

失智 : 你想問但醫生沒時間告訴你

的事 / Matt Piccaver 作 ; 謝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Easy ; 96) .-- ISBN 978-

986-5548-19-3 (平裝) NT$280  

1.失智症 2.阿茲海默氏症 3.健康照

護  415.934  

瑞智基金會關懷失智症專書 / 財團

法人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 

胡芳芳, 林稚雯採訪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新視野 ; 3) .-- ISBN 

978-986-99345-2-7 (平裝) NT$35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自我解放肌痛點 : 痠痛檢測、伸展、

按摩、肌力訓練  / 許憶婷, 李瑋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89-535-

1 (平裝) NT$380  

1.疼痛醫學 2.健康法  415.942  

運用 MELT 提升運動表現 : 頂尖筋膜

自療專家教你增進運動表現並預防

慢性傷害 / 蘇.希茲曼(Sue Hitzmann)

著 ; Mona Chen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384 面; 22 公分 .-- (生活

風格 ; FJ1069) .-- ISBN 978-986-235-

877-1 (平裝)  

1.疼痛醫學  415.942  

橋樑講座 : 人是一座橋 : 從物質世界

通往精神道德世界的橋樑 / 魯道夫.

史代納(Rudolf Steiner)著 ; 韋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錦, 10910 .-- 

80 面; 21 公分 .-- (人智學經典系.史代

納譯叢 ; CAC.S2) .-- ISBN 978-986-

91986-7-7 (精裝) NT$300  

1.心身醫學 2.心靈療法  415.9511  

外星寶寶活捉地球媽媽 / 華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

03-8 (平裝) NT$250  

1.自閉症 2.親職教育 3.通俗作品  

415.988  

注意力不足症候群 / 臧汝芬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宏欣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醫學叢書 ; 70) .-- 

ISBN 978-957-9411-89-9 ( 平 裝 ) 

NT$260  

1.過動症 2.注意力缺失 3.特殊兒童

教育  415.9894  

你有選擇,悲劇不會真實上演 : 重貼

標籤、縮小問題、擴大解決方案,動

起來,過你想要的人生 / 塔瑪.強斯基

(Tamar E. Chansky)著 ; 吳書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31-7 (平裝) NT$450  

1.焦慮症 2.生活指導  415.992  

超越乳癌 / 郭文宏等作 ; 林小鈴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Dr.Me 健康系列 ; 

HD0172) .-- ISBN 978-986-99456-2-2 

(平裝) NT$500  

1.乳癌  416.2352  

還我本色 : 陳昱瑞的顱顏外科 40 年

與 12 位顱顏天使的故事 / 陳昱瑞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有 故 事 ,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5921-7-8 (平裝) NT$380  

1.整形外科 2.重建手術 3.病人 4.通

俗作品  416.4  

麻醉醫學祕笈 / Brian M. Keech, Ryan 

D. Laterza 原著 ; 楊承憲編譯 .-- 6 版 .-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10912 .-- 

51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067-9-1 (平裝)  

1.麻醉學  416.5  

一天只要 1 次胸椎運動救悶(病)痛 / 

黃雅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

創,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75-7-2 (平裝) NT$320  

1.脊椎病 2.保健常識 3.運動療法  

416.616  

我有脊柱側彎 : 一本給患者、家長

與治療師的指南 / Hans-Rudolf Weiss

作 ; 汪作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倫思國際,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585-0-9 ( 平 裝 ) 

NT$320  

1.脊柱側彎 2.脊椎病 3.保健常識  

416.616  

風濕科骨骼肌肉超音波技術手冊 = 

Manual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in 

rheumatology / 劉芋欣, 賴國隆著 .-- 臺

北市 : 力大圖書, 10910 .-- 7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7364-88-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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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風濕病 2.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3.超

音波學  416.63  

讓孩子的眼睛越玩越健康的護眼訓

練遊戲 : 日本眼科名醫規劃設計,每

日只需 3 分鐘! / 本部千博監修 ; 劉姍

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255-8 (平裝)  

1.眼科 2.眼部疾病 3.視力保健  

416.773  

你的聽力受損了嗎? : 台灣將近 10%

人口聽力受損!! / 余仁方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4-8 (平

裝) NT$320  

1.耳科 2.保健常識 3.聽力學  

416.812  

全民好聲音 / 王棨德, 林峯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Happy Body ; 184) .-- ISBN 

978-986-136-560-2 (平裝) NT$340  

1.喉科 2.保健常識  416.89  

如何順利的提高咬合 : 如何處理咬

合高度、咬合平面、咬合崩壞的案

例? = The bite raising : how to deal with 

vertical dimension of occlusion, occlusal 

plane, bite collapse cases / 五十嵐順正, 

増田裕次著 ; 王兆祥, 呂婷翻譯 .-- 第

1 版 .-- 臺中市 : 白色牙材, 10911 .-- 

108 面 ; 28 公 分  .-- ISBN 978-986-

98162-2-9 (平裝)  

1.口腔疾病 2.咬合學 3.個案研究  

416.92  

不想得糖尿病就好好刷牙! : 日本糖

尿病專科醫生親身驗證 : 只要一年,

解決高血壓、高血糖、心律不整,還

成功減重 18 公斤 / 西田亙著 ; 高淑

珍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13-6-6 (平

裝) NT$350  

1.牙周病 2.口腔衛生 3.糖尿病  

416.946  

40 歲起,疾病斷捨離 : 找回心靈健康

的 20 種方法 / 沖俊彥作 ; 林平惠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2 .-

- 136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58) .-

- ISBN 978-957-13-8406-1 ( 平 裝 ) 

NT$280  

1.婦科 2.婦女健康  417.1  

妳不孤單依然是媽媽 : 等不到見祢

一面,但我會一直愛著祢 / 茱莉亞.布

埃諾(Julia Bueno)作 ; 謝明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1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260-2 (平裝)  

1.流產  417.348  

生產隊友 : 共創幸福的生產經驗!給

爸爸、陪產員、親友團的完全陪產

指南 / 潘妮.西姆金(Penny Simkin), 凱

蒂.羅絲(Katie Rohs)作 ; 謝汝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

出版 : 高寶書版集團發行, 10910 .-- 

44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159-3-2 (平裝) NT$600  

1.助產教育  417.4  

七天見效王道化癌法 / 侯秋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化, 10910 .-- 

14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604-9-2 (平裝) NT$260  

1.癌症  417.8  

不完美的十一歲 / 凱莉哥, 小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83) .-- 

ISBN 978-986-133-731-9 ( 平 裝 ) 

NT$300  

1.癌症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7.8  

簡明藥理學 : 給一般人讀的藥理書 / 

劉銀樟作 .-- 初版 .-- 新竹市 : 清大出

版社, 10911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16-85-8 (平裝) NT$450  

1.藥理學  418.1  

關節徒手鬆動術. 一, 四肢的評估和

治療 / Freddy M. Kaltenborn 原著 ; 蘇

錦勤, 何兆邦譯 .-- 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10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0-4 (平裝)  

1.肌筋膜放鬆術 2.徒手治療 3.四肢 

4.關節  418.9314  

如果我沒有真的快樂這個世界還要

欺騙我多久?! = If I am not happy,how 

long would the world deceive me? / 安效

憲口述 ; 心靈麥可整理編輯 .-- 桃園

市 : 大麥國際娛樂,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583-3-2 (精

裝) NT$500  

1.心靈療法 2.身心關係  418.98  

自閉症兒童早期藝術育療  / Nicole 

Martin 著 ; 吳明富, 黃千千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9-

3 (平裝) NT$220  

1.自閉症 2.藝術治療 3.兒童  

418.986  

遇見音樂自療 : 用旋律寫出生命新

樂章 / 林威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529-0-3 ( 平 裝 ) 

NT$320  

1.音樂治療 2.個案研究  418.986  

日本靈氣療法 = Japanese reiki therapy 

/ 盧隆婷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04-5 (平裝) NT$300  

1.自然療法 2.健康法  418.99  

身心靈整體的自然醫學 / 虞和芳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9 .-- 4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119-88-7 (平裝) NT$580  

1.自然療法  418.99  

實用靈域自衛術幫助住家與職場  / 

蔡國瑞原著 ; 陳良平翻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慈光星酉講堂, 10911 .-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498-6-5 (平裝)  

1.另類療法 2.心靈療法 3.能量 4.靈

修  418.99  

快速學會!脈輪療癒實作指南 : 亞馬

遜銷售 No.1,一次學會精油、冥想、

瑜珈、水晶等 6 種技巧 / 瑪格麗塔.

阿爾坎塔拉(Margarita Alcantara)著 ; 

賴珮瑜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

林,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自然

生活 ; 41) .-- ISBN 978-986-99154-5-8 

(平裝) NT$350  

1.另類療法 2.心靈療法  418.995  

和孩子來一趟香氣旅行 / 肯園芳療

師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77-927-7 (平裝) NT$45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香氣旅程 : 芳香療法與身心照護的

生命體驗 / 何佳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行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 健康 ; 49) .-- ISBN 978-986-

99083-5-1 (平裝) NT$32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現代精油心理學 = Modern essential oil 

psychology / 林昆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家親文化, 10909 .-- 168 面; 23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245-9-3 (平裝) 

NT$45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精油芳療.手足按摩應用圖典 : 3 大按

摩法 x38 種基礎精油,結合芳香療法

與中醫穴道的治癒力量,改善 120 個

身心症狀  / 丹尼爾 .費絲緹(Danièle 

Festy), 安娜.杜福(Anne Dufour)著 ; 許

雅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496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148) .-- ISBN 978-986-507-203-2 (平裝) 

NT$52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3.經穴 4.按摩  

418.995  

靈擺療法指令手冊  / 艾力克 .杭特

(Erich Hunter), 王慧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

發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43-6 (平裝) NT$380  

1.另類療法 2.能量 3.健康法  

418.995  

Deep Medicine : 無情 AI.有情醫療 / 

Eric Topol 著 ; 黃鈺閔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10 .-- 43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50-8 (平裝) 

NT$680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療科技 3.人工

智慧  419.2  

競合力點亮醫療 : 北醫醫療體系的

變革之路 / 黃筱珮等著 ; 羅玳珊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9 .-- 280 面; 23 公分 .-- (醫學

人文 ; BMP018) .-- ISBN 978-986-5535-

76-6 (精裝) NT$480  

1.臺北醫學大學 2.醫院行政管理 3.

健康照護體系 4.醫療服務  419.333  

觸動傷口的旅行 / 鄭文昌, 黃怡靜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舒瑪可國際, 

109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98-0-3 (平裝) NT$350  

1.醫病關係 2.通俗作品  419.47  

新編基本護理學 : 學理與技術 / 曹麗

英等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 10911 .-- 冊 .-- ISBN 978-986-

430-673-2 ( 上 冊 : 平 裝 ) NT$750 .-- 

ISBN 978-986-430-674-9 (下冊:平裝) 

NT$750  

1.基本護理學  419.6  

長照 ing. 2 : 日間照顧的每一天 = 

Long-term care progressive : every day in 

day care center / 徐秀琴總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郭吳麗珠社福基金會, 

109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579-1-8 (平裝) NT$300  

1.長期照護 2.社區式照護服務 3.照

護服務員  419.71  

社區長照.社會共照 : 長照 2.0 在二水

的實踐 / 葉至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210 面; 21 公

分 .-- (社會科學類 ; PF0285)(長照關

懷系列界 ; 4) .-- BOD 版 .-- ISBN 978-

986-326-859-8 (平裝) NT$280  

1.社區式照護服務 2.長期照護  

419.711  

產科護理學綜論教材 / 張靖梅編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9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71-8 (平裝) NT$300  

1.產科護理  419.83  

家政 

80%的家事都不用做 : 自然生活家的

家事減法術!選對工具、用對方法,就

能輕鬆打造舒適居家,省時省力又省

心! / 佐光紀子著 ; 朱鈺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2-

4 (平裝) NT$36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大師教你的行動支付存錢術 / 横山

光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Bizpro 系

列) .-- ISBN 978-986-5534-14-1 (平裝) 

NT$320  

1.儲蓄 2.家庭理財  421.1  

輕鬆油漆刷出手感個性家 : 小成本

的色彩大改造!居家空間 x 家飾雜貨

x 自然風 x 個性塗鴉 x 基本技巧 / 主

婦與生活社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行, 

10910 .-- 96 面; 30 公分 .-- (手作良品 ; 

94) .-- ISBN 978-986-7627-28-5 (平裝) 

NT$380  

1.家庭佈置 2.油漆  422.3  

全方位收納!萬用鐵架整理術 : 組裝

容易、尺寸靈活、最強耐重、移動

方便,讓小宅騰出大空間! / Emi 作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0911 .-- 128 面; 

23 公分 .-- (生活風格 ; 88) .-- ISBN 

978-986-130-471-7 (平裝)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422.5  

金屬材質萬用事典 : 從金屬種類、

表面加工與塗裝,再到收邊工法與估

價計算,專業知識一次傳授到位 / 漂

亮家居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0910 .-- 208 面; 22 公分 .-- 

(Material ; 13) .-- ISBN 978-986-408-

637-5 (平裝) NT$499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3.金屬材料  

422.5  

人生難,減肥不難!超高效享瘦心理減

肥法 / 許夢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2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511-1 (平裝)  

1.減重 2.塑身  425.2  

男士美髮 / 宋英姬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群英出版, 10910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37-4-0 (下冊:

平裝)  

1.理髮 2.髮型  425.5  

*玩色美學 : 光雕渲彩染髮設計 / 呂

佩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 10909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4-39-6 (平裝) NT$2000  

1.美髮 2.髮型  425.5  

母親的顏色 : 陳曹倩女紅手札 / 陳曹

倩作 .-- 臺北市 : 中國女紅坊, 10910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590-0-1 (平裝) NT$1800  

1.刺繡 2.手工藝 3.作品集  426.2  

蓬軟可愛の立體刺繡 / アトリエ Fil

著 ;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10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03) .-- 

ISBN 978-957-9623-58-2 ( 平 裝 ) 

NT$32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手 作 族 一 定 要 會 的 裁 縫 基 本 功  / 

Boutique 社著 ; 王海, 駱美湘譯 .-- 四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10 .-- 

128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3) .-- 

ISBN 978-986-302-557-3 ( 平 裝 ) 

NT$480  

1.縫紉 2.手工藝  426.3  

媽咪的手作時光 : 24 款溫暖小物,提

升親子之間的溫度 / 蔣惠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化, 10910 .-- 

13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074-4-6 (平裝) NT$249  

1.縫紉 2.手工藝  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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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手作寶貝の好可愛圍兜兜 : 基本

款.外出款.時尚款.趣味款.功能款,穿

搭變化一極棒! / BOUTIQUE-SHA 授

權 ; 簡子傑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0910 .-- 

72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75) .-- 

ISBN 978-957-9623-57-5 ( 平 裝 ) 

NT$320  

1.縫紉 2.手工藝  426.3  

繞一繞、剪一剪!蓬蓬動物毛線球 / 

trikotri 著 ; 許倩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09-8 (平裝)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斉藤謠子の Elegant Bag Style.25 : 職

人特選的實用拼布包 / 斉藤謠子著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 

10910 .-- 136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

學 ; 25) .-- ISBN 978-986-302-556-6 (精

裝) NT$580  

1.拼布藝術 2.手提袋  426.7  

家用縫紉機 OK!自己作不退流行の

帆布手作包 / 赤峰清香著 ; Miro 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

文化發行,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 (輕.布作 ; 10) .-- ISBN 978-957-9623-

59-9 (平裝) NT$30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飾品設計與實務 / 黃翠如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910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040-5-

6 (下冊:平裝)  

1.裝飾品 2.設計  426.77  

HANON : 娃娃服飾縫紉書. 應用設計

篇 / 藤井里美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3-8 (平裝) 

NT$40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娃娃基本女孩風時尚服飾. 春夏篇 / 

関口妙子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2-1 ( 平 裝 ) 

NT$42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真空烹調 / 程玉潔著 .-- 二版 .-- 高雄

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92-1-6 (平

裝) NT$400  

1.烹飪 2.食譜  427  

五星級廚餘 / 李宛蓉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10910 .-- 

320 面; 22 公分 .-- (Light ; 1) .-- ISBN 

978-986-98793-2-3 (平裝) NT$600  

1.飲食 2.文集  427.07  

(終極)冰箱常備菜 / nozomi 著 ; 陳冠

貴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06-0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365,日日有好湯 : 營養滿點,暖心開胃

的 365 道湯品 / macaroni 作 ; 崔立潔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95-0 (平裝)  

1.食譜 2.湯  427.1  

大成啟蒙煮 40 招 : 大成的不藏私分

享 8 則暖心暖胃故事 X40 招料理撇

步 / 江大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碩

英,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662-8-0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自炊的時代,我的自煮料理 : 一週煮

三次,將當令食材輕巧用完,款待自己

的 72 道美味食譜 / 山口祐加著 ; 王

詩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74-5-9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  

冰箱常備菜. 3 : 1 人吃也可以,配在一

起就是美味便當 / nozomi 著 ; 黃筱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 

10910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09-1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我一個人,餓了! / 海裕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日好食) .-- ISBN 978-

986-248-921-5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我家都吃健康煮 / 王瑜萾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健康煮出版社, 10909 .-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561-0-9 (平裝) NT$590  

1.食譜  427.1  

食憶拾趣 : 澎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特色食譜 / 薛皆音等執行編輯 .-- 初

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府, 10909 .-

- 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7-

33-7 (平裝) NT$200  

1.食譜  427.1  

就愛吃辣 : 勁辣美食 x 嗆辣燒烤 x 辛

辣小酒,90 道吃香喝辣料理提案 / 任

芸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1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225-9-3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超愛餡!中式爆料麵點 / 薩巴蒂娜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225-8-6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  

發酵女巫的魔法課 / 北投社大, 陳心

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北投社

大,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897-7-5 (平裝) NT$300  

1.食物 2.醱酵 3.食譜  427.1  

與食俱進 : 國際廚藝競賽 X 深耕研

習 X 產學合作 / 劉俊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茂圖書, 10909 .-- 104 面; 

26 公分 .-- (餐飲管理與廚藝) .-- ISBN 

978-986-87101-8-4 (平裝) NT$488  

1.食譜  427.1  

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 / 吳東寶, 黃健乙, 

江裕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

文化, 10910 .-- 146 面; 28 公分 .-- 技

術型高中餐旅群  .-- ISBN 978-986-

99185-9-6 (平裝)  

1.烹飪 2.食譜  427.12  

義食怡刻披薩、義大利麵 / 謝宜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出版 : 聯合發行,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03) .-- ISBN 

978-986-99246-1-0 (平裝) NT$420  

1.麵食食譜 2.速食食譜 3.義大利  

427.12  

蛋與吐司的美味組合公式 / 永田唯

(ナガタユイ)著 ; 江宓蓁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0-23-

6 (平裝)  

1.速食食譜  427.14  

狂熱糕點師的「乳化&攪拌」研究

室 = Kaoru Takeda maniac lesson / 竹田

薰著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160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401-445-3 ( 平 裝 ) 

NT$480  

1.點心食譜  427.16  

法國名店蛋糕卷 / 皮耶.艾曼(Pierre 

Hermé)等作 ; 林惠敏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 10911 .-- 14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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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Easy cook ; E119) .-- ISBN 

978-986-98142-7-0 (精裝) NT$500  

1.點心食譜  427.16  

宮廷點心 / 顏金滿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邦聯文化, 10910 .-- 176 面; 26 公

分 .-- (滋味館 ; 89) .-- ISBN 978-986-

98041-5-8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中國  427.16  

馬芬杯的 60 道高人氣日常點心 : 1 種

烤模做出餐包 X 蛋糕 X 餅乾 X 派塔 

/ 蘇如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

文化,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4-169-8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乙級技能檢定 : 學/術科試題精

析 : 含麵包職類、西點蛋糕職類、

餅乾職類 / 吳青華, 王俊勝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4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69-5 (平裝) NT$580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烘焙實務. 下冊 / 楊雪慈, 林素真, 許

燕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

化, 10910 .-- 230 面; 28 公分 .-- 技術

型 高 中 餐 旅 群  .-- ISBN 978-986-

99588-0-6 (平裝)  

1.點心食譜 2.烹飪  427.16  

就素愛烘焙 / 吳仕文等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910 .-- 160 面; 

26 公分 .-- (大廚來我家 ; 18) .-- ISBN 

978-957-9065-51-1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2.素食食譜  427.16  

創意墨西哥捲餅 : 是捲餅,也可以是

沙拉、披薩、三明治和點心 / 鄭盛

淑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0-104-6 ( 平 裝 )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愛.司康 : 奧地利寶盒的 62 帖烘焙筆

記,帶你走進底蘊豐實的司康世界 / 

奧地利寶盒(傅寶玉)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廣廈, 109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3-1 (平裝) 

NT$550  

1.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製作 / 葉連德著 .-- 三版 .-- 高雄

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92-2-3 (平

裝) NT$4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一人便當 : 化繁為簡,讓你做便當再

也不手忙腳亂 / 藤井惠著 ; 安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

508-1 (平裝)  

1.食譜  427.17  

台式減醣常備菜  / 曾心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400-

9 (平裝) NT$380  

1.食譜 2.健康飲食  427.17  

基礎餐桌料理盤飾 : 概念與技法 / 吳

青華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

化, 10909 .-- 152 面; 26 公分 .-- (癮食

文化 ; 12) .-- ISBN 978-957-9065-52-8 

(平裝) NT$350  

1.蔬果雕切  427.32  

中式麵食加工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教戰指南 / 王俊勝, 蔡明燕, 吳佩霖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70-1 (平裝) NT$500  

1.麵食食譜 2.點心食譜 3.考試指南  

427.38  

飲料實務 / 王淑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2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22-6 (下冊:

平裝)  

1.飲料  427.4  

飲料實務. 下冊 / 曹輝雄, 吳皇珠, 黃

金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

化, 10910 .-- 220 面; 28 公分 .-- 技術

型 高 中 餐 旅 群  .-- ISBN 978-986-

99185-8-9 (平裝)  

1.飲料 2.調酒  427.4  

飲料調製實作入門 / 馬木蘭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01-2 (平裝) NT$825  

1.飲料  427.4  

選茶.泡茶.品茶 好茶的科學 : 影響鮮

味、苦味、香氣的關鍵是?日本專業

茶文化大師,教你掌握溫度、比例，

泡出回甘好茶! / 三木雄貴秀著 ; 游

韻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生活樹系

列 ; 84) .-- ISBN 978-986-507-202-5 (平

裝) NT$350  

1.茶食譜 2.茶葉  427.41  

咖啡沖煮的科學 : 掌握「四大沖煮

原則」,打造個人化萃取曲線;選對器

具與手法,在家煮出大師級美味 / 史

考特.拉奧(Scott Rao)著 ;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4-

85-6 (平裝) NT$390  

1.咖啡  427.42  

小百合の語 = Little whisper from the 

little lily / 陳淑芳著 .-- 臺北市 : 臺灣

小百合國際蒙特梭利全人教育發展

學會, 10909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924-2-5 (平裝) NT$35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  

新手爸媽的父母學講堂 : 腦科醫師

教你掌握 0-3 歲關鍵期,全方位奠定

孩子成長基礎! / 菅原道仁著 ; 池迎

瑄,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12-8 (平裝)  

1.育兒  428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小球轉

圈圈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1) .-- ISBN 978-986-507-211-7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巴士噗

噗噗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6) .-- ISBN 978-986-507-216-2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火車轟

隆隆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3) .-- ISBN 978-986-507-213-1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冰淇淋

舔啊舔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5) .-- ISBN 978-986-507-215-5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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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妖怪變

變變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4) .-- ISBN 978-986-507-214-8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推土機

大力士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9) .-- ISBN 978-986-507-220-9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動物愛

跳舞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8) .-- ISBN 978-986-507-219-3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眼睛眨

呀眨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2) .-- ISBN 978-986-507-212-4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 寶貝在

哪裡 / 平木光枝作.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8 面; 16X1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57) .-- ISBN 978-986-507-217-9 (精裝) 

NT$350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語言發展導論 / Robert E. Owens Jr.作 ; 

林玉霞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騰

文化, 10909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7-7 (平裝) NT$550  

1.育兒 2.語言訓練  428.85  

專業醫師教你 怎麼正確看醫生 : 早

知道早受益的 60 個安心就醫常識 / 

山本健人著 ; 郭書妤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23-9 ( 平 裝 ) 

NT$330  

1.家庭醫學 2.保健常識  429  

孕產媽咪腰酸背痛.按摩拉伸動作全

書 / 張光祖, 郭惠雯, 高筱琪著 ; 劉育

慈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57-2 (平裝) NT$280  

1.懷孕 2.產後照護 3.婦女健康  

429.12  

農業 

台灣的食農社會與教育 : 從文化與

地方的角度 出發! / 林朝成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Uni ; 28) .-- ISBN 

978-986-98084-8-4 (平裝) NT$320  

1.永續農業 2.有機農業 3.農村教育  

430.13  

三十六萬遍感恩的奇蹟 / 村上貴仁

著 ; 蘇楓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10 .-- 244 面; 21 公分 .-- 

(人與土地) .-- ISBN 978-957-13-8389-

7 (平裝) NT$320  

1.農場管理  431.22  

台灣綠金毛豆 : 走過外銷 50 年 / 周

國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孫運璿基

金會, 10909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57-0-6 (平裝)  

1.農產運銷 2.毛豆 3.外銷  431.25  

奉獻 : 從農民到全民 : 瑠公圳開圳

280 年紀念特刊 /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

研究院編輯 .-- 臺北市 : 瑠公水利會,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49-41-4 (精裝) NT$360  

1.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2.農業水

利 3.歷史  431.53  

害物整合管理原理 / 楊秀珠等編著 ; 

楊秀麗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9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79-6 (平裝) NT$500  

1.植物病蟲害 2.農作物 3.文集  

433.407  

美味穀物的科學 : 從水稻、玉米、

小麥、蕎麥、雜糧的進化,人工栽植

技術到營養價值分析 / 井上直人著 ; 

黃怡筠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70) .-- ISBN 978-986-5529-70-3 (平裝) 

NT$420  

1.禾穀 2.稻米 3.農作物 4.栽培  

434.11  

跟著老廠長喝茶去 : 身藏普洱茶密

碼的鄒炳良大師  / 許怡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93-0 (平

裝) NT$450  

1.茶葉 2.茶藝 3.歷史  434.181  

後山活水 : 臺東農田水利會圳路史 / 

臺東農田水利會作 .-- 初版 .-- 臺東

市 : 臺東農田水利會,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449-36-0 (全套:平裝)  

1.農業水利 2.歷史 3.臺東縣  

434.257  

簡單種香草&蔬菜 : 手殘者也能養活

的食用植物 /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 

10909 .-- 128 面; 24 公分 .-- (Plant ; 9) .-

- ISBN 978-986-99061-6-6 ( 平 裝 ) 

NT$220  

1.園藝學 2.食用植物  435.11  

台灣熱帶與亞熱帶水果產業發展研

討會專刊. 2020 / 張栢滄, 江一蘆主

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大, 10909 .-- 

20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8294-9-6 (平裝) NT$350  

1.水果 2.產業發展  435.3  

營養系花卉品種開發之理論與實務 / 

朱建鏞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78-9 (平裝) NT$500  

1.花卉 2.植物育種  435.4  

觀葉植物圖鑑 500 : 風格綠植栽培指

南 / Phawaphon Suphanthananon 著 ; 楊

侑馨, 阿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39-9 (平裝) NT$520  

1.觀葉植物 2.栽培 3.植物圖鑑  

435.47025  

園藝作物繁殖學 / 朱建鏞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91-8 (平

裝) NT$400  

1.植物繁殖  435.53  

常綠城市 : 地價高漲與氣候變遷下,

都市景觀綠化的設計規劃及實踐案

例 / 喬納斯.萊夫(Jonas Reif)著 ; 柯有

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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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9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408-640-5 (精裝) NT$980  

1.都市綠化 2.都市計畫 3.景觀工程

設計  435.74  

森林集水區及環境監測研討會. 2020 

=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2020 

Forest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 曾俊偉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試所, 

10910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5-03-3 (平裝) NT$540  

1.林業管理 2.集水區 3.文集  

436.12407  

人樹之間 / 經典雜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910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77-2-4 (平

裝) NT$600  

1.森林保育 2.都市綠化 3.林業 4.臺

灣  436.3  

犬貓皮膚病臨床圖譜  / Kimberly S. 

Coyner 原編 ; 羅億禎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 10910 .-- 48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7-7 (平裝)  

1.獸醫外科學 2.皮膚科 3.犬 4.貓  

437.26  

狗狗的教養&快樂訓練法 / 戶田美由

紀監修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 (動物星球 ; 18) .-- ISBN 978-957-686-

798-9 (平裝) NT$280  

1.犬訓練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54  

貓語大辭典 : 理解貓咪不可思議的

動作、不可解的行為之謎! / 今泉忠

明監修 ;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寵

物館 ; 100) .-- ISBN 978-986-5529-73-4 

(平裝) NT$350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64  

工程 

圖解工程數學 / 黃義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11-3 (平裝) 

NT$580  

1.工程數學  440.11  

高性能混凝土 / 賴瑞星編著 .-- 初

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賴瑞星出版 ; 臺

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10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66-1 (平

裝) NT$500  

1.混凝土  440.327  

*可收折之餐具結構 / 張玉琪著 .-- 初

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大, 109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5-3-

6 (平裝) NT$100  

1.專利 2.餐具 3.設計 4.文集  

440.607  

Autodesk Inventor 2020 特訓教材. 基

礎篇 /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5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84-9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580  

1.工程圖學 2.電腦軟體  440.8029  

新建築力 : 空間思考的 10 堂修練課 / 

林煜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

創,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75-6-5 (平裝) NT$899  

1.建築工程 2.考試指南  441.3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 張凱杰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 10909 .-- 420

面; 30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電 機 與 電 子 群  .-- ISBN 978-986-

98310-4-8 (平裝) NT$480  

1.智慧型建築 2.監視系統  441.39  

彰化縣縣定古蹟彰化集樂軒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趙金城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 

10909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3-75-9 ( 平 裝 附 影 音 光 碟 ) 

NT$1200  

1.公共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彰化縣  441.41  

雲林縣歷史建築二崙荷苞嶼恆心堂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台灣文化資產修復

與研究中心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縣府, 10909 .-- 5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55-5 (平裝附

光碟片) NT$800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雲林縣  441.431  

公寓大廈公設點移交實務 / 徐源德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 , 

10909 .-- 232 面; 21 公分 .-- (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系列 ; 6) .-- ISBN 978-957-

485-488-2 (平裝) NT$280  

1.營建法規 2.營建管理 3.公寓  

441.51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 / 詹氏書局編輯

部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詹氏 , 

10910 .-- 888 面; 26 公分 .-- 革新編目

版 .-- ISBN 978-957-705-610-8 (平裝) 

NT$500  

1.營建法規  441.51  

從竹子到竹房子 : 給所有人的竹構

築指南 = Bamboo-house / 陳鈺雯, 社

團法人臺灣竹會撰稿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臺灣竹會, 10910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73-0-4 (平

裝)  

1.房屋建築 2.竹工  441.52  

工 地 實 況  / Gabriele Clima 撰 文  ; 

Mirella Monesi 繪圖 .-- 臺中市 : 華碩

文化科技, 10911 .-- 20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05-4 (精

裝)  

1.施工管理 2.繪本  441.527  

*鋼筋混凝土建築結構耐震補強技術

參 考 手 冊  = Seismic retrofit design 

manual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 鄭元良總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9 .-- 1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16-8 (平裝) 

NT$330  

1.鋼筋混凝土 2.結構工程 3.防震  

441.557  

金門縣歷史建築何氏(何敬宙)洋樓

修繕暨活化工程工作報告書 / 陳啓

明, 楊智淼撰稿 .-- 初版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09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7-0 (平

裝) NT$1800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福建省金門縣  441.59  

臺中市市定古蹟聚奎居修復暨再利

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林怡君撰文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資產處, 

109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8-24-9 (平裝附光碟片)  

1.房屋建築 2.古蹟修護 3.臺中市  

441.59  

「歷史建築原東勢公學校宿舍修復

暨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張瑞

芬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中

市東勢國小, 10909 .-- 53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25-6 (平裝)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中市  44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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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簡易機械  : 夢遊幻境  = Early 

simple machines : amazing dreams / 玩

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樂疊創意機器人,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98124-6-7 (平裝)  

1.機械工程 2.通俗作品  446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

勝經 / 祝裕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36-4 (平裝)  

1.機械工程  446  

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意)奪分寶典 / 

祝裕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0 .-- 5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0-135-7 (平裝)  

1.機械工程  446  

風工程 / 蕭葆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70-3 (平裝) NT$650  

1.工程 2.風 3.風力發電  446.7  

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

理與分析 / 簡詔群, 楊文明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8-

6 (平裝)  

1.冷凍 2.空調工程  446.73  

Mastercam 3D 繪圖與加工教學手冊 / 

鍾華玉, 李財旺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6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02-0 (平裝)  

1.機械工程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46.89029  

輕課程 從 CNC 走入文創生活 : 使用

Bravoprodigy 雕銑機 / 任陽設計團隊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19-4 (平裝)  

1.機械工作法 2.電腦程式設計 3.切

削機  446.893029  

電動汽車原理與實務 / 曾逸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89-

5 (平裝) NT$250  

1.汽車工程 2.電動汽車  447.1  

汽機車電錶原理與量測 / 繆鎮成等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24-8 (平裝)  

1.汽車工程 2.汽車維修 3.測定儀器  

447.16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 

黃英傑總編輯 .-- 第 12 版 .-- 彰化縣

鹿港鎮 :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10911 .-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7340-9-8 (精裝)  

1.汽車檢驗 2.安全設備  447.161  

編隊飛行 : 讓戰鬥機飛行員帶你一

飛沖天 / 王永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生活主意 ; 4) .-- ISBN 978-986-99542-

0-4 (平裝) NT$560  

1.飛行員 2.飛機駕駛 3.戰鬥機  

447.8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2020 版 / 王惠玲, 許文昌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4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21-9 (平

裝)  

1.電力工程 2.電子工程 3.電動機  

448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 鄭祥

瑞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7-3 (平裝)  

1.電機工程  448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實戰秘笈 / 鄭祥

瑞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9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8-0 (平裝)  

1.電機工程  448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 張世波, 羅宸佑, 施昀晴編著 .-- 十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482-5 (平裝附光碟片)  

1.機電整合 2.自動控制  448  

電工法規 /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 十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8 .-- 

7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481-8 (平裝)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島嶼有光 : 澎湖、金門、馬祖供電

物語 = Lighting up the darkness : tales 

of power supply i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 劉智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電,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台

灣電力文化資產叢書 ; 11) .-- ISBN 

978-986-533-071-2 (精裝) NT$350  

1.台灣電力公司 2.電力事業 3.歷史  

448.0933  

電子學實驗 / 蔡朝洋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1-3 (平

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3.實驗  448.6034  

電路學概論 / 賴柏洲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7-9 (平

裝)  

1.電路  448.62  

電路學精釋 / 陳俊隆(子敬)編著 .-- 再

版 .-- 基隆市 : 陳俊隆, 109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6-

7 (平裝)  

1.電路  448.62  

無線通信之射頻被動電路設計 / 張

盛富, 戴明鳳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3-488-7 (平裝)  

1.無線電通訊 2.電路 3.電腦輔助設

計  448.6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熟成台北 : 20 種老屋生活配方 / 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策劃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都市更新處, 10910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59-28-4 (精

裝) NT$420  

1.都市更新 2.都市計畫 3.房屋建築 

4.臺北市  445.133/101  

寂靜的春天 : 自然文學不朽經典全

譯本 /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作 ; 

黃中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地球觀 ; 40) .-- ISBN 

978-986-384-459-4 (平裝)  

1.農藥汙染 2.環境保護 3.生態文學  

445.96  

*少即是多 : 減法過生活,少負擔幸福

多 / 洪平珊等作 ; 陳玫君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金會,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26-95-9 (平裝)  

1.環境保護 2.廢棄物處理 3.廢棄物

利用 4.簡化生活  445.97  

綠色國民所得帳編製報告(環境與經

濟帳). 民國 108 年 / 行政院主計總處

編 .-- 南投市 : 主計總處, 1091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6-

6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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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監測 2.環境經濟學 3.國民所

得統計  445.98  

礦冶 

中油 CI 的故事 : 談加油站服務品質

的提升 = Corporate identity / 曾坤生編

著  .-- 初 版  .-- 台 北 市  : 曾 坤 生 , 

10910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20-6 (平裝)  

1.臺灣中油公司 2.企業文化  

457.0933  

應用化學；化工 

食戰!數據化的美味 : 從吃播美食到

熱銷趨勢,首爾大學的料理科學團隊

創 新 感 官 實 驗  / 文 正 薰 (문정훈), 

Food Biz LAB 著 ; 劉宛昀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6-1 (平

裝) NT$340  

1.食品科學 2.行銷  463  

圖解食品化學 / 顧祐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13-7 (平裝) 

NT$450  

1.食品科學 2.食品加工  463  

食品加工. 下冊 / 郭文玉, 劉發勇, 邱

宗甫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

書, 10909 .-- 320 面; 26 公分 .-- 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

986-5531-19-5 (平裝)  

1.食品加工  463.12  

37 杯酒嘗遍義大利 : 義大利葡萄酒

的田野指南 / 馬克.派格(Mark Pygott 

MW) 文  ; 麥 可 . 歐 尼 爾 (Michael 

O’Neill)圖 ; 潘芸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24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59-247-0 (平裝) 

NT$450  

1.葡萄酒 2.品酒 3.義大利  463.814  

世界威士忌地圖 : 深度介紹全球超

過 200 家蒸餾廠與 750 款威士忌 / 戴

夫.布魯姆(Dave Broom)作 ; 陳韋玎等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 10912 .-- 3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722-98-9 (精裝) NT$1200  

1.威士忌酒 2.酒業  463.834  

威士忌品鑑指南 : Whisky 入門必懂!

你不該錯過的 101 經典酒款 / 陳馨儀

編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0909 .-- 216 面; 23 公分 .-- (看懂一本

通 ; 11) .-- ISBN 978-986-5529-68-0 (平

裝) NT$350  

1.威士忌酒 2.品酒  463.834  

戀上日本酒 / 千葉麻里絵作 ; 葉韋利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4-100-1 (平裝)  

1.酒 2.日本  463.8931  

製造 

木工表面處理  / 鮑勃 .弗萊克斯納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1 .-- 3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0-241-2 (平裝) NT$750  

1.木工  474  

竹仔 : 非草非木的島內生活指南 = 

Island of bamboos / 史任捷主筆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島之眼文化工作室 : 

社團法人臺灣竹會, 10909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16-0-9 (平裝) 

NT$250  

1.竹工 2.工藝設計 3.產業發展 4.臺

灣  474.8  

中國印刷史 : 從手抄到活字,知識不

再是貴族的專利 / 谷舟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497-3 (平裝) NT$320  

1.印刷術 2.歷史 3.中國  477.092  

轻课程 mCreate 与 LaserBox 激光宝盒

数位加工实作 / 王振宇编着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80 面; 28 公分 .-- 正體題名：輕課程 

mCreate 與 LaserBox 激光寶盒數位加

工實作 .-- ISBN 978-986-523-117-0 (平

裝)  

1.印刷術 2.電腦軟體  477.7  

輕課程 mCreate 與 LaserBox 激光寶盒

數位加工實作 / 王振宇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16-3 (平裝)  

1.印刷術 2.電腦軟體  477.7  

臺中市纖維創作獎專輯 . 第三屆 = 

3rd Fiber Creation Award album / 張大

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纖維工藝博物

館,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28-7 (平裝) NT$300  

1.纖維工業 2.作品集  478.16  

商業；各種營業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20-2021 : 低接觸

經濟下的商業服務業發展 / 經濟部

商業司 ,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11 .-- 352 面; 26 公分 .-- (Big ; 

341) .-- ISBN 978-957-13-8379-8 (平裝) 

NT$699  

1.商業 2.服務業 3.年鑑  480.58  

一葉知茶 : 茶文化簡 / 吳曉力主編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10 .-- 2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96-6 ( 平 裝 ) 

NT$299  

1.茶葉 2.文化 3.歷史  481.609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 2019 = Taiwan 

poultry production statistics / 陳志峰總

編輯 .-- 新北市 :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

會, 10912 .-- 102 面; 26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81922-7-0 (平裝)  

1.家禽業 2.統計 3.手冊  483.1028  

丙級餐飲服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 /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3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0-

6 (平裝) NT$430  

1.餐飲管理 2.考試指南  483.8  

致富小本滷味 / 柚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邦聯文化, 10910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041-4-1 (平裝) 

NT$450  

1.餐飲業 2.創業 3.小吃 4.商店管理  

483.8  

*動態經營環境下的餐飲管理大師 / 

郭德賓, 郭蕙心, 郭為鈞編著 .-- 一

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 14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657-8-4 (平裝) NT$250  

1.餐飲管理 2.餐飲業  483.8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 鄭芬姬, 崔震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33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47-9-3 (平裝) NT$480  

1.餐旅管理 2.人力資源管理  483.8  

餐飲服務 : 理論實務與案例 / 郭德賓

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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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92-3-0 (平裝) NT$400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餐飲創業成本控制與管理 / 鄭凱文

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92-5-4 (平裝) NT$400  

1.餐飲管理 2.成本控制 3.創業  

483.8  

電動三輪機車及輕型車輛發展現況

與趨勢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 劉欣憲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

所, 10910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1-9 (平裝) NT$350  

1.機車業 2.電動車 3.運輸能源 4.產

業發展  484.31  

信仰的力量 : 秀波 50 年與創辦人邵

天泰傳奇 / 秀波集團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知識流, 10909 .-- 288 面; 21 公

分 .-- (企業新時代 ; 3) .-- ISBN 978-

986-99401-0-8 (平裝) NT$400  

1.邵天泰 2.秀波關係企業 3.臺灣傳

記 4.電子業  484.5  

IG 不 NG!從興趣出發創造幸福又賺

錢的網紅雙贏人生 / 艸谷真由著 ; 王

元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4-523-6 (平裝) NT$450  

1.網路產業 2.網路社群 3.網路經濟

學  484.6  

Mindf*ck 心智操控(劍橋分析技術大

公開) : 揭秘「大數據 AI 心理戰」如

何結合時尚傳播、軍事戰略,深入你

的網絡神經,操控你的政治判斷與消

費 行 為 ! / 克 里 斯 多 福 . 懷 利

(Christopher Wylie)作 ; 劉維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 (地球觀 ; 60) .-- ISBN 978-986-384-

458-7 (平裝)  

1.懷利(Wylie, Christopher) 2.劍橋分析

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Ltd.) 3.電腦

資訊業 4.資料探勘  484.67  

礦工歲月一甲子  / 周朝南, 李依倪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周 朝 南 , 

10910 .-- 20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85-5 (平裝) NT$270  

1.煤業 2.口述歷史 3.新北市瑞芳區  

486.4  

嘆為觀紙 : 南投縣紙藝發展史 / 張齊

顯, 高佩英作 .-- 初版 .-- 南投市 : 投

縣文化局, 10910 .-- 318 面; 30 公分 .-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2) .-- ISBN 

978-986-5422-45-5 (精裝) NT$500  

1.紙業 2.歷史 3.南投縣  487.5  

服務業管理 : 個案分析 / 伍忠賢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0910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85-6 (平裝) NT$540  

1.服務業管理 2.個案研究  489.1  

這 就 是 服 務 設 計 !. 方 法 篇  / Marc 

Stickdorn 等原著 ; 吳佳欣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31-8 (平

裝)  

1.服務業管理  489.1  

旅遊實務. 下冊 / 王堅楚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10 .-- 141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 .-- 

ISBN 978-986-99588-1-3 (平裝)  

1.旅遊業 2.導遊 3.領隊  489.2  

旅館客務實務 / 劉蓉錠, 林彥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

624-0 (下冊: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旅館客務實務. 下冊 / 龔聖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10 .-- 

200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中餐旅

群 .-- ISBN 978-986-99588-2-0 (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

研討會論文輯. 2020 = Taiwan flower 

industry : prospects of research and 

global marketing forum / 蔡宛育等主

編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農委

會臺中農改場, 10910 .-- 22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44-5 (平裝) 

NT$500  

1.花卉業 2.產業發展 3.文集 4.台灣  

489.907  

商學 

開拓者 : 企業的力量是改變世界最

好 的 平 台  / 馬 克 . 貝 尼 奧 夫 (Marc 

Benioff), 莫妮卡.蘭利(Monica Langley)

著 ; 周宜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326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12) .-- ISBN 

978-986-5535-77-3 (精裝)  

1.企業社會學 2.企業管理  490.15  

洞察先機,贏在談判起跑點 : 精通談

判的藝術與科學 / 大衛.薩利(David 

Sally)作 ; 周怡伶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10 .-- 49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19-24-7 (平裝) 

NT$550  

1.商業談判 2.談判策略  490.17  

物聯網之智慧商務 / 林文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30-

1 (平裝)  

1.電子商務 2.物聯網  490.29  

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 : 從亞當.斯密

到巴菲特,探看近 300 年世界商業思

潮大演進 / 吳曉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92-3 ( 平 裝 ) 

NT$399  

1.商業史 2.經濟學 3.推薦書目  

490.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3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0909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8-3-7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讓世界看見台灣人的奮鬥精神. 2 ; 暨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8(精華

版)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10909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8-4-4 (平

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不當職場花瓶 : 優秀祕書的八堂課,

千頭萬緒的代辦事項,都由我們一肩

扛! / 蔡賢隆, 劉翠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3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485-0 (平裝) NT$399  

1.祕書 2.職場成功法  493.9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項)

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 AR 會計研究工

作室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09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23-1 (平裝)  

1.會計  495  

會 計 資 訊 系 統  =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 柯瓊鳳, 陳專塗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10 .-- 

65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43-1-0 (平裝) NT$760  

1.會計資訊系統  49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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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會計學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江淑玲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10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43-0-3 (上冊:平裝) NT$690  

1.中級會計  495.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題庫彙編 / 廖瓊

正編著 .-- 高雄市 : 廖瓊正, 10909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14-5 (平裝) NT$350  

1.會計法規 2.稅務代理人  495.2  

財務會計學 / 曹淑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9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8-

0 (平裝)  

1.財務會計  495.4  

超人氣 FB+IG+LINE 社群經營與行

銷力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9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26-4 (平

裝)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智慧行銷實務與應用 =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rketing / 徐

遠雄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豐藝, 

10909 .-- 2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3706-5-3 (平裝) NT$450  

1.網路行銷 2.電子行銷 3.行銷分析  

496  

綠色行銷 4.0 : 綠色產品行銷技術手

冊 = Green marketing 4.0 / 陳重叡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綠色貿易辦

公室,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069-9 (平裝)  

1.行銷學 2.商業管理  496  

品牌創造 : 從概念設計到行銷宣傳,

全方位打造熱銷品牌 / 村尾隆介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06-7 (平裝)  

1.品牌 2.行銷策略  496.14  

好業務眼中,沒有爛產品 : 解決掉這

28 個問題,你才算是一名頂尖業務 / 

宋希玉, 張雷冰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9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483-6 (平裝) NT$380  

1.銷售 2.銷售員 3.職場成功法  

496.5  

業務之神的問答術 : 用提問避開拒

絕,讓業績從 0 到千萬! / 青木毅著 ; 

賴惠鈴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 , 10912 .-- 240 面 ; 21 公 分  .-- 

(Smart) .-- ISBN 978-957-8710-97-9 (平

裝) NT$28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量販解密 : 愛買、大潤發、家樂

福,20 年資歷專業達人,完全破解量販

店讓人狂掃貨的暢銷祕密 / 何默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094-84-9 (平裝) NT$360  

1.零售商 2.銷售管理  496.554  

定價管理 / 戴國良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10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08-3 ( 平 裝 ) 

NT$460  

1.商品價格  496.6  

好文案決定你的商品賣不賣 / 椹寛

子著 ; 吳亭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0911 .-- 168 面 ; 21 公 分  .-- 

(ideaman ; 123) .-- ISBN 978-986-477-

924-6 (平裝) NT$300  

1.廣告文案 2.行銷管理  497.5  

企業管理 

企業的靈魂 / 威廉.波拉德(C. William 

Pollard)著 ; 王敏雯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 10910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139-5-9 ( 精 裝 ) 

NT$210  

1.企業管理 2.企業領導  494  

企 業 管 理 ( 含 企 業 概 論 、 管 理 學 )

棒!bonding / 張恆編著 .-- 第十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4-2 (平

裝)  

1.企業管理  494  

*品牌塑造 : 德國 500 大優良品牌的

成功經驗 / 赫曼.西蒙著 ; 林添貴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0 .-

- 3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393-97-4 (平裝) NT$420  

1.企業經營 2.品牌 3.個案研究 4.德

國  494  

零規則 / 瑞德.哈斯汀(Reed Hastings), 

艾琳.梅爾(Erin Meyer)著 ; 韓絜光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19) .-- ISBN 978-986-398-610-2 

(平裝) NT$450  

1.組織文化 2.組織管理  494  

管理學 : 核心職能實務 / 劉偉澍, 許

成之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2-22-3 (平裝)  

1.管理科學  494  

圖鑑/大企業為什麼會倒閉? : 從 25 家

大型企業崛起到破產,學會經營管理

的智慧和陷阱 / 荒木博行作 ; 葉廷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

分 .-- (認真職場 ; 10) .-- ISBN 978-986-

98588-8-5 (平裝) NT$380  

1.企業管理 2.經營分析  494  

有錢人都在做的時間管理術 : 真正

的時間管理大師 : 馬斯克與比爾蓋

茲的時間致富法 / 河泰鎬著 ; 譚妮如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 

10910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947-7-7 (平裝)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3.成功法  

494.01  

北商大學術論壇. 2020 第十九屆 : 經

營與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 2020 

NTUB Conference of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

管理系(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

商務系(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商業大學, 10912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54-4-1 (平裝) 

NT$800  

1.國際企業 2.企業管理 3.文集  

494.07  

B 型選擇 : 綠藤 : 找不到喜歡的答案,

就自己創造 / 王維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14) .-

- ISBN 978-986-5535-83-4 ( 平 裝 ) 

NT$380  

1.創業 2.企業經營 3.成功法  494.1  

{高餐大的店} : 創業與夢想. Ⅱ / 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57-7-7 (平

裝) NT$400  

1.創業  494.1  

低調創業 : 不需創意、不用資金、

沒有特殊才能,只要幫助別人,平凡人

也能成功創業 / 田中祐一著 ; 郭子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0 .-- 264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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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57-8567-71-9 (平裝) 

NT$350  

1.創業  494.1  

為什麼員工都是哈士奇,狼呢? : 盧希

鵬 x 隨經濟下的 12 大創新與創業家

精神 / 盧希鵬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 (Cheers 系列 ; 72) .-- ISBN 978-986-

398-611-9 (平裝) NT$350  

1.創業 2.創意 3.企業管理  494.1  

創意電力公司 : 讓創意與商業完美

結合、企業永續成功的祕密 / 艾德.

卡特莫爾(Ed Catmull), 艾美.華萊士

(Amy Wallace)著 ; 方祖芳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實戰智慧館 ; 1488) .-- ISBN 

978-957-32-8877-0 (平裝) NT$420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新冠肺炎下的經濟與商業復興 : 新

冠肺炎癱瘓全球經濟,企業該怎麼做

才能突破重圍,繼續生存且轉虧為盈? 

/ 富山和彥著 ;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Biz ; 337) .-- ISBN 978-986-

5548-17-9 (平裝) NT$340  

1.企業經營 2.經濟發展  494.1  

管理 : 一場思辨之旅 / 許士軍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5-

4 (精裝)  

1.管理理論  494.1  

管理 : 一場思辨之旅 / 許士軍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7-

8 (平裝)  

1.管理理論  494.1  

*競爭大未來 : 掌控產業、創造未來

的突破策略 / 蓋瑞.哈默爾, 普哈拉著 ; 

顧淑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

化, 10910 .-- 3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98-1 (平裝) NT$420  

1.決策管理 2.競爭  494.1  

一小時學會 TED 的回話藝術 : 為何

賈伯斯、歐巴馬臨時被叫上台,還能

應答如流呢? / 李真順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10-98-6 (平裝) 

NT$280  

1.企業領導 2.組織傳播 3.說話藝術  

494.2  

小小主管心很累 : 不背鍋、不吃虧、

不好欺負,小上司也要硬起來 / 楊仕

昇, 劉巨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30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2-29-9 ( 平 裝 ) 

NT$399  

1.管理者 2.企業領導 3.組織管理  

494.2  

你的行為,決定你是誰 : 塑造企業文

化最重要的事  / 本 .霍羅維茲 (Ben 

Horowitz)著 ; 楊之瑜, 藍美貞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699) .-- ISBN 978-986-5535-

72-8 (平裝)  

1.組織文化 2.組織管理  494.2  

即興表達力 : 刻意練習你的魔幻時

刻,抓住生涯的關鍵契機 / 茱迪斯.韓

福瑞(Judith Humphrey)著 ; 王克平, 坰

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5-29-4 (平裝) 

NT$420  

1.組織傳播 2.商務傳播 3.企業領導  

494.2  

為領導立界線 : 給在劇變時代持續

學 習 的 領 袖  / 亨 利 . 克 勞德 (Henry 

Cloud)著 ; 柯美玲, 宋偉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198-753-8 (平裝)  

1.企業領導  494.2  

從內做起 : 頂尖領導大師淬鍊 25 年

的 10 堂課 /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 天恩編譯小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910 .-- 408 面; 

21 公分 .-- (職場管理叢書) .-- ISBN 

978-986-277-305-5 (平裝)  

1.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麥肯錫教你領導力 : 培養更傑出的

領導力、更高效的成果 / 克勞迪奧.

費 瑟 (Claudio Feser), 麥 可 . 雷 尼

(Michael Rennie), 尼古萊 .陳 .尼爾森

(Nicolai Chen Nielsen)合著 ; 黃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6-7 ( 平 裝 ) 

NT$45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企業領導 4.

職場成功法  494.2  

商業溝通 : 專業與效率的表達 / 溫玲

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9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75-2-7 (平裝)  

1.商務傳播 2.人際傳播 3.職場成功

法  494.2  

最高領導力 : 讓員工把最好的自己

帶入工作中 / 強納森.雷蒙德(Jonathan 

Raymond)著 ; 倪志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28-7 (平裝) NT$35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法  

494.2  

最棒的主管 : 不下命令、不擺架子

也能讓屬下自動自發! / 鈴木颯人作 ; 

楊毓瑩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099-8 (平裝)  

1.管理者 2.企業領導 3.組織管理  

494.2  

*別逼貓啃狗骨頭 : 解破貓世代 30 個

職場行為密碼,反骨員工也能變將才 

/ 李河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

商業周刊,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19-23-0 ( 平 裝 ) 

NT$40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法  

494.21  

尋找 CEO 接班人 : 掌握成為企業接

班人的關鍵 / 許書揚等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8-615-

7 (精裝) NT$410  

1.企業領導 2.職場成功法  494.21  

內部稽核基本功  / 王怡心, 黎振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

6949-2 (平裝)  

1.內部稽核  494.28  

Peopleware : 腦力密集產業的人才管

理之道 / 湯姆.狄馬克(Tom DeMarco), 

提摩西.李斯特(Timothy Lister)著 ; 方

亞瀾, 錢一一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 (經營管理 ; 120) .-- 經典紀念版 .-- 

ISBN 978-986-99162-4-0 ( 平 裝 ) 

NT$460  

1.人力資源管理 2.組織管理 3.專案

管理  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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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心術 / 李義府著 ; 曾珮琦譯註 .-- 初

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經典智慧 ; 70) .-- ISBN 

978-986-178-527-1 (平裝) NT$280  

1.人事管理 2.謀略  494.3  

最強聘僱力! : 老闆搞不定的人事、

新人搞不定的面談,幫你一次搞定! / 

高令儀, 派翠克.渥廷(Patrick Valtin)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0911 .-- 184 面; 21 公分 .-- (Evolution

系列 ; 3) .-- ISBN 978-986-98811-4-2 

(平裝) NT$30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人人都能學會用 AI : 不懂統計,不懂

程式,一樣可以勝出的關鍵職場力 / 

野口龍司著 ; 蔡斐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18-5 ( 平 裝 ) 

NT$370  

1.職場成功法 2.人工智慧 3.企業管

理  494.35  

人生演算法 : 跨越家世智商命運限

制,實現富足自由理想生活,一輩子必

修的 20 堂關鍵字課 / 連啓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34-4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不討好別人的職場生存術 : 擺脫身

心俱疲的人際關係,認清職責做自己,

工作表現更優異! / 梅洛琳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250-3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你可以投入工作,但不丟失自己 : 一

個創業家父親給女兒的職場使用說

明書 / 許斗榮(허두영)著 ; 馮燕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73) .-- ISBN 978-986-507-205-6 (平

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孤獨力 : 讓學習與思考更有威力! / 

張力中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職場方舟 ; 4009) .-- 

ISBN 978-986-99313-5-9 ( 平 裝 ) 

NT$40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為什麼菁英都是細節控 : 主管很想

送給菜鳥的一本書  / 艾里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 (實戰書房) .-- ISBN 978-986-5536-

19-0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建立行動團隊的豐田工作術 / 桑原

晃彌作 ; 劉錦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 (Biz ; 346) .-- ISBN 978-986-5548-21-

6 (平裝) NT$340  

1.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職場成功法 3.工作效

率  494.35  

做自己的職場情緒教練 : 用Bowen 理

論鍛鍊你的高情商 / 林佳慧, 林惠蘭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View point ; 105) .-- 

ISBN 978-986-477-921-5 ( 平 裝 )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情緒管理  494.35  

像火箭科學家一樣思考 : 9 大策略,翻

轉你的事業與人生 / 歐贊.瓦羅(Ozan 

Varol)著 ; Geraldine LE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911 .-- 400 面; 21 公

分 .-- (New brain ; 31) .-- ISBN 978-986-

137-306-5 (平裝) NT$400  

1.職場成功法 2.創造性思考  494.35  

避免工作無效圖鑑 / 岡田充弘作 ; 賴

詩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0 公

分 .-- (財經商管 Biz ; 10) .-- ISBN 978-

986-98842-6-6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疲憊一瞬消除解壓大全 / 井上

智介編著 ; 駱香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0912 .-- 19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94-87-0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職 場 軟 實 力  / 亨 利 . 克 勞德 (Henry 

Cloud)著 ; 江智惠, 毛樂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0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7-

7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外商顧問超強資料製作術 : BCGX 麥

肯錫的 12 種圖形架構,學會就能說服

任何人! / 森秀明著 ; 連宜萍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big ; 343) .-- ISBN 978-

957-13-8405-4 (平裝) NT$320  

1.文書管理  494.45  

精實改善 108 招 / 石清城著 .-- 臺北

市 : 中衛發展中心, 10910 .-- 258 面; 

21 公分 .-- (精實管理系列 ; 24) .-- 

ISBN 978-986-99205-2-0 (上冊:平裝) 

NT$350  

1.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生產管理 3.企業管理  

494.5  

工作研究 / 鄭榮郎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6-2 (平裝) 

NT$400  

1.工作研究  494.54  

國際標準驗證 / 施議訓, 陳明禮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091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505-1 (平裝附光碟片)  

1.品質管理 2.標準  494.56  

物料管理 / 梁添富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5-5 (平裝) 

NT$550  

1.物料管理  494.57  

*Google 必修的圖表簡報術(練習本) / 

柯 爾 . 諾 瑟 鮑 姆 . 娜 菲 克 (Cole 

Nussbaumer Knaflic)著 ; 白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9 .-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19-22-3 (平裝) NT$540  

1.簡報 2.圖表 3.視覺設計  494.6  

*Google 必修的圖表簡報術 / 柯爾.諾

瑟 鮑 姆 . 娜 菲 克 (Cole Nussbaumer 

Knaflic)著 ; 徐昊譯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9-21-6 (平

裝) NT$420  

1.簡報 2.圖表 3.視覺設計  494.6  

圖表會說謊 : 判別圖表訊息真偽,正

確解讀與設計視覺資訊 / 艾爾伯托.

凱洛(Alberto Cairo)著 ;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View point ; 104) .-- ISBN 

978-986-477-922-2 (平裝) NT$380  

1.圖表 2.視覺設計  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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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行政規範化管理 / 曾令萍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92-8 ( 平 裝 ) 

NT$450  

1.業務管理 2.行政管理  494.6  

給初學者的財務金融通識課 / 田渕

直也作 ; 童湘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銷

售顧問金典 ; 111) .-- ISBN 978-986-

5408-38-1 (平裝) NT$260  

1.財務金融 2.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研究方法原理 : 論文寫作的邏輯思

維 / 韓乾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65-9 (平裝) NT$480  

1.社會科學 2.研究方法 3.論文寫作

法  501.2  

統計 

統計學 : 使用 Python 語言 / 林進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66-6 (平裝) NT$540  

1.統計學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510  

金門縣統計年報. 第 66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 Kinmen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

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府, 10909 .-

- 5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28-64-8 (平裝) NT$600  

1.政府統計 2.福建省金門縣  

514.231/205  

嘉義縣統計手冊. 第 43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 Statistical manual of Chiayi 

County. 2019 /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0 .-- 

14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424-

43-5 (平裝)  

1.政府統計 2.嘉義縣  514.33/125  

嘉義縣統計年報. 第 70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ayi 

County. 2019 /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編 .-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0 .-- 

56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24-

42-8 (平裝)  

1.政府統計 2.嘉義縣  514.33/125  

教育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二 : 教育實

務運作 / 舒淮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24-1 (平

裝)  

1.教育  520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一 : 教育理

論基礎 / 舒淮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23-4 (平

裝)  

1.教育理論  520.1  

教 育 的 理 念 與 實 踐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 吳清山等合著 ; 

林雍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29-9 (平裝) NT$350  

1.教育 2.文集  520.7  

學校在窗外潮本  / 黃武雄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0 .-- 496 面; 23 公分 .-

- (左岸社會議題 ; 315) .-- ISBN 978-

986-99444-3-4 (平裝) NT$520  

1.教育改革 2.文集  520.7  

多元視角 : 二十一世紀中華歷史文

化教育. 教育行為卷 / 梁超然, 梁操雅, 

區志堅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 (史地傳記類  ; PC0914)(讀歷史  ; 

12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55-0 (平裝) NT$600  

1.教育史 2.歷史教育 3.文集 4.中國  

520.92  

多元視角 : 二十一世紀中華歷史文

化教育. 教育現場卷 / 梁超然, 梁操雅, 

區志堅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 10910 .-- 350 面; 23 公分 .-

- (史地傳記類  ; PC0981)(讀歷史  ; 

12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56-7 (平裝) NT$600  

1.教育史 2.歷史教育 3.文集 4.中國  

520.92  

<< 美 國 中 小 學 課 程 競 逐 史 (1893-

1958)>>譯注 / Herbert M. Kliebard 著 ; 

單文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10 .-- 4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191-930-0 (平裝) NT$600  

1.教育改革 2.課程研究 3.中小學教

育 4.美國  520.952  

教育心理學 / Anita Woolfolk 作 ; 羅素

貞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9 .-- 6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56-0 (平裝) NT$680  

1.教育心理學  521  

這樣學習改變了我 : 把杜拉克村上

春樹等 16 位名師帶回家,為你量身打

造專屬學習法,陪你一起練出人生致

勝球! / 齋藤孝著 ; 張智淵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3) .-- ISBN 978-

986-179-607-9 (平裝) NT$320  

1.學習方法  521.1  

超級學習腦 : 每個人都能學會的最

強 大 腦 學 習 法  / 池 谷 裕二 監 修  ; 

OZEKI IZAMU 繪 ; 陳雯凱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0 .-- 80 面; 21X19 公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986-5503-83-

3 (平裝) NT$350  

1.學習方法 2.健腦法  521.1  

AQ 繪本 : 慢一點也沒關係 / 岑澎維

文 ; 黃一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35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35-

86-5 (精裝) NT$350  

1.教育心理學 2.情緒教育 3.繪本  

521.18  

教師教學實踐智慧 : 從設計到實施 / 

林進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73-4 (平裝) NT$530  

1.教學理論 2.教學設計 3.教學法  

521.4  

讓大象動起來 : 以學思達啟動差異

化教學和自主學習,成就每一個孩子 

/ 劉繼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

分 .-- (教育教養 ; BEP058) .-- ISBN 

978-986-5535-70-4 (平裝)  

1.教學法 2.學校教育 3.課程規劃設

計  521.4  

成就每一個孩子 : 十二年國教 108 課

綱的願景和挑戰  / 韓國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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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教養生活 ; 65) .-- ISBN 

978-957-13-8394-1 (平裝) NT$320  

1.國民教育 2.課程綱要 3.教學研究  

521.7  

高雄市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與評

量示例 / 廖俞雲等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

程發展團隊, 10909 .-- 27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6-79-9 (平裝)  

1.課程規劃設計 2.教學研究 3.國民

教育  521.7  

邊緣教育學 : 寫給教育新鮮人的導

讀書 / 李淑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71-0 (平裝) NT$250  

1.師資培育 2.文集  522.07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 蔡清華

總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09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0-

84-6 (平裝)  

1.中小學教育 2.國際化 3.白皮書  

523  

兒童發展 / 陳秀才等合著 ; 張雯雯總

編輯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03-6 (平裝) NT$375  

1.兒童發展 2.發展心理學  523.1  

幼 兒 教 保 政 策 與 法 規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and 

legislation / 鄭博真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華騰文化, 10909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5-3 (平裝) 

NT$450  

1.幼兒保育 2.學前教育 3.教育政策 

4.教育法規  523.2  

寶寶是百科知識的天才 / 智能王著 .-

- 初版 .-- 桃園市 : 苗子強,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智能王嬰幼兒大

腦潛能開發天才教育系列叢書 ; 6) .-

- ISBN 978-957-43-8153-1 ( 平 裝 ) 

NT$480  

1.幼兒教育 2.兒童發展 3.學前教育  

523.2  

FOOD 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

本. 上冊 / 鄒敦怜, 風車編輯群編著 ; 

楊惠婷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1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23-579-9 (精裝)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FOOD 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

本. 下冊 / 風車編輯群編著 ; 桃子繪

圖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 

10911 .-- 48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0-5 (精裝)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我的超棒恐龍書 / 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 Dawn Machell 插畫 ;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0910 .-- 3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4-8 ( 精 裝 ) 

NT$380  

1.爬蟲類 2.學前教育  523.23  

我的超棒動物書 / 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 Dawn Machell 插畫 ;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0910 .-- 3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2-4 ( 精 裝 ) 

NT$380  

1.動物 2.學前教育  523.23  

我的超棒魔法生物書 / Make Believe 

Ideas Ltd 作 ; Dawn Machell 插畫 ; 廖

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0 .-- 28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3-1 ( 精 裝 ) 

NT$380  

1.生物 2.學前教育  523.23  

深耕桃花源 : 中小學活化課程與教

學社群經驗實錄 / 葉興華等作 ; 方志

華, 葉興華, 陳昱宏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北市大, 10910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27-7 (平裝)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研究 3.課程規

劃設計 4.文集  523.307  

素養五力實戰課 : 聽說讀寫做的多

元評量 / 王秀蘭等作 ; 陳欣希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0910 .-

- 164 面; 21X20 公分 .-- (小魯優質教

學  ; BGT073) .-- ISBN 978-957-490-

523-2 (平裝) NT$350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大成影音成語書 / 江大成著 .-- 臺北

市 : 碩英, 10910 .-- 2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662-9-7 ( 平 裝 ) 

NT$380  

1.漢語教學 2.成語 3.初等教育  

523.311  

國語練功超 EASY / 詹芸作 .-- 臺北

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10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007-9-9 (平

裝)  

1.漢語教學 2.中小學教育  523.311  

新編大埔音.東勢客 : 三字經 : 新編漢

文母語教材. 第三輯 / 徐登志輯註 ; 

劉玉蕉整理 .-- 臺中市 : 寮下人劇團, 

10909 .-- 128 面; 26 公分 .-- (大甲河原

音 系 列 ) .-- ISBN 978-986-90998-3-7 

(上冊:平裝)  

1.客語 2.教材 3.鄉土教學 4.小學教

學  523.317  

國小精英 : 英語閱讀超 Easy / Mary 

Chen 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10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007-8-2 (平裝)  

1.英語教學 2.閱讀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小學算數  / 高濱正伸監修  ; 學研

PLUS 編著 ; 詹鎧欣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6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54-1 (平

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3.問題集  

523.32  

快速掌握小學六年幾何概念 : 日本

補教界名師提升孩子解題能力的祕

訣大公開 / 西村則康, 辻義夫著 ; 陳

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15-9 (平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資優數學課程調整教學設計  / 

張明文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教

育局, 10909 .-- 10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66-8 (平裝)  

1.數學教育 2.教學設計 3.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精英 : 數學得分超 EASY 六年級. 

1 / 郭淘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10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15-0-9 (平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精英 : 數學得分超 EASY 六年級. 

2 / 雪寶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15-1-6 (平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數字驚奇大冒險. 3, 幾何的祕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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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72 面; 21 公分 .--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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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閱 讀 ) .-- ISBN 978-986-5503-82-6 

(平裝) NT$32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臺灣小故事 101 = Taiwan story / 戴寶

村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

研究院, 10910 .-- 冊 .-- ISBN 978-986-

5461-06-5 (上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61-07-2 (下冊:平裝)  

1.人文地理 2.鄉土教學 3.中小學教

育 4.臺灣  523.34  

科學小點心 / 謝迺岳著 .-- 初版 .-- 新

竹市 : 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10909 .-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1491-4-3 (平裝) NT$420  

1.科學教育 2.初等教育  523.36  

*國民中小學跨領域戶外教育創意教

案 / 范銘仁等作 ; 黃琴扉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觀錦達文化,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98-

5-6 (平裝) NT$680  

1.戶外教學 2.教學方案 3.中小學教

育 4.文集  523.3607  

小學生藝術走讀 / 張美智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22-316-

8 (平裝) NT$380  

1.藝術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7  

如何精進國小體育教學效能之研究 / 

鍾曜任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06-9 (平裝) NT$200  

1.體育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7  

朱銘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雙年展 . 

2019 : 活 實 驗  : 遊戲 中的 風 景  = 

Biennial on Children's Art Education. 

2019 : living experiment discoveries 

made during play / 黃榮智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朱銘文教基金會 , 

10910 .-- 6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349-5-3 (平裝) NT$350  

1.美術教育 2.兒童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7  

*來玩吧!把藝術變成孩子最愛的 23

堂遊戲課 : 線條愛跳舞,跳出五感統

合、肢體律動感;紙箱變迷宮,玩出右

腦創意、左腦邏輯力 / 張金蓮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9 .-- 160 面; 26 公

分 .-- (野人家 ; 129) .-- ISBN 978-986-

384-456-3 (平裝) NT$500  

1.美術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7  

AI 時代的教與學 : 探索學習新疆界 / 

蜜雪兒.齊默曼(Michelle Zimmerman)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

育 ; 217) .-- ISBN 978-957-503-677-5 

(平裝) NT$480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教學法  

523.38  

START! 智 慧 小 車 XArdublockly : 

Arduino 系列小車操控秘笈 / 張玉山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 109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05-8 (平裝) 

NT$240  

1.資訊教育 2.微電腦 3.電腦程式語

言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獅甲閱有品 優米舞創思 : 108 校訂

特色課程 / 陳明勇主編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市獅甲國小, 10909 .-- 5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0-5 (平

裝)  

1.課程評鑑 2.教學方案 3.小學課程  

523.4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

典 / 舒淮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6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30-2 (平裝)  

1.小學教師 2.教師專業資格 3.能力

測驗  523.5  

蛻變傳承 世紀柑林 : 柑林國小一百

週年校慶特刊 / 連昭晴總編輯 .-- 新

北市 : 新北市柑林國小, 10910 .-- 4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76-

7 (精裝)  

1.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  

523.833/103  

探究策略 55 / 于小雅等作 ; 陳佩英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出版中

心,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24-64-4 (平裝)  

1.中等教育 2.教學策略  524.3  

開箱自主學習 : 從不知想學什麼,到

打造獨特學習歷程 / 葉士昇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定位點 ; 2) .-- ISBN 

978-957-503-683-6 (平裝) NT$380  

1.自主學習 2.中等教育  524.3  

越過寫作的山 : 學測國文寫作全方

位演練 / 謝佩芬等合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5-40-0 (平裝) NT$42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中等教育  

524.313  

國民中學社會科課程發展之回顧與

前瞻 : 國民教育課程史的個案研究 / 

陳玉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

苑, 10909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6-844-2 (平裝) NT$200  

1.社會科教學 2.課程研究 3.中等教

育  524.35  

國中生物一點都不難 / 張子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6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68-0 (平裝) NT$300  

1.生物 2.中等教育  524.36  

學測物理. 上 : 科學態度與方法、物

質與運動 / 施百俊, 許華書, 盧政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15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522-315-1 (平裝) NT$320  

1.物理學 2.中等教育  524.3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

中等學校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成果專輯. 108 年度 / 彭富源總

策劃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 10909 .-- 4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85-3 (平裝附

光碟片)  

1.學務 2.教育輔導 3.中等教育  

524.6  

*開開心心上每一堂課 : 中央大學傑

出與優良教師群像. 2020 / 羅健祐等

採訪撰述 ; 李瑞騰, 李宜學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10909 .-- 1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5-8-

2 (平裝) NT$320  

1.高等教育 2.教學法 3.文集  525.03  

高等教育跨域學習之理論與實踐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 黃俊傑等合著 ; 陳昭珍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432-9 ( 平 裝 ) 

NT$350  

1.高等教育 2.教學設計 3.教學研究 

4.文集  525.307  

東吳菁英 : 東吳大學傑出校友文集. 

五 / 丁羽萱等採訪撰稿 ; 王淑芳總編

輯 .-- 臺北市 : 東吳, 10909 .-- 35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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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分 .-- ISBN 978-986-6568-92-3 (平

裝)  

1.東吳大學 2.臺灣傳記  

525.833/101  

滾動式創新轉型 : 北醫大如何卓越

成長 / 李宛澍, 林惠君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272 面 ; 23 公 分  .-- ( 醫 學 人 文  ; 

BMP017) .-- ISBN 978-986-5535-71-1 

(精裝) NT$480  

1.臺北醫學大學 2.歷史  

525.833/101  

活出精彩 : 12 個空大人的故事 / 嚴秋

蓮採訪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 

10910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81-6-8 (平裝) NT$280  

1.國立空中大學 2.臺灣傳記  

525.833/103  

暨南之心.懷抱千里 :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二十五年校史 /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歷史學系著 .-- 初版 .-- 南投縣埔

里鎮 : 暨大, 10910 .-- 57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411-3-9 (平裝)  

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歷史  

525.833/119  

兼任下流 : 從美國經驗看大學如何

系統化製造出流浪博士與兼任教授,

逐步崩解高等教育 / 赫伯.柴爾德瑞

斯(Herb Childress)作 ; 許雅淑, 李宗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78) .-- ISBN 

978-986-344-828-0 (平裝) NT$380  

1.高等教育 2.大學教師 3.美國  

525.952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三 : 教育政

策法規與輔導特教 / 舒淮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9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32-6 (平裝)  

1.教育政策 2.教育輔導  526  

六國教育制度分析 : 美德英日法中 = 

The analysis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six countries : 

USA,Germany,UK,Japan,France,China / 

丁志權著 .-- 四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

化, 10909 .-- 4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0-175-3 (平裝) NT$600  

1.教育制度 2.比較研究  526.1  

浮萍男孩 / 利奧納德.薩克斯(Leonard 

Sax)著 ; 洪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87-9 (平裝) NT$350  

1.學生 2.男性 3.動機 4.性別差異  

527.8  

不再管教 / 陳俊遊(Peter Tan-Chi), 陳

利安(Deonna Tan-Chi)著 ; 柯美玲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生活叢書 ; EL011) .-- 

ISBN 978-957-9209-60-1 (精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手機的規矩 / 謝茹文 ; 刑博寧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02-3 (精

裝) NT$220  

1.親職教育 2.兒童教育 3.數位產品 

4.通俗作品  528.2  

我和媽媽住 有時跟爸爸住 = Mommy 

and me,sometimes and daddy / 高詠微

文 ; Sophie Library 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於創意文化, 10910 .-- 48 面; 26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93842-7-8 (平裝) NT$299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繪本  

528.2  

我討厭被捉弄! : 學習養成同理心 / 

Bonnie Grubman 著 ; Judi Abbot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0911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842-84-7 (精裝)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繪本  

528.2  

家庭教育 / 曾慶玲, 陳小英, 林素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588-3-7 (下冊:平裝)  

1.家庭教育  528.2  

家庭教育 / 簡志娟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啟英文化, 10910 .-- 256 面; 26

公分 .-- 108 年新課綱 .-- ISBN 978-

986-99040-4-9 (下冊:平裝)  

1.家庭教育  528.2  

崩潰媽媽的自救指南 : 保持冷靜、

化解親子衝突的怒氣平復法 / 卡拉.

納姆柏格博士(Carla Naumburg)著 ; 郭

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教養生

活 ; 64) .-- ISBN 978-957-13-8397-2 (平

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情緒管理  

528.2  

隔代不隔愛 / 蔡穎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81-1 (平裝) 

NT$36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傳達不 NG!親子溝通無障礙 / 宮口幸

治, 田中繁富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96-1 (平

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3.親子關係  

528.2  

優雅媽媽不抓狂 : 實戰守則 / 陸昕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3-7-9 (平裝) NT$320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528.2  

不是我的錯!? / 寧寧作 ; KOI 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福地,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全彩版 Q+享樂讀 ; 2) .-- 

ISBN 978-986-98787-7-7 ( 平 裝 ) 

NT$22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讀物  

528.33  

可不可以快一點! : 耐心等待不著急 /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 林麗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10 .-

- 36 面; 26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81-6 (精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生蛋快樂主題概念書 / 世一幼教組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587-6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 我會收拾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

市 : 全國文化, 10912 .-- 20 面; 24X24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91219-8-9 (精裝附光碟片)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好棒!誠實我可以做到 / 詹妮.路易絲

(Zanni Louise)作  ; 蜜西 .透納 (Missy 

Turner)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371-249-7 (精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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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禮貌好可愛 : 小龍和你一起說你

好 / Federica Magrin 著 ; Anna Lang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0910 .-- 20 面; 15X15 公分 .-- (銀河

學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8652-6-5 (精裝) NT$22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教育  

528.33  

有禮貌好可愛 : 小龍和你一起說對

不起 / Federica Magrin 著 ; Anna Lang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0910 .-- 20 面; 15X15 公分 .-- (銀河

學 ; 7)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8652-9-6 (精裝) NT$22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教育  

528.33  

有禮貌好可愛 : 小龍和你一起說請 / 

Federica Magrin 著 ; Anna Lang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0910 .-

- 20 面; 15X15 公分 .-- (銀河學 ; 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652-7-2 (精

裝) NT$22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教育  

528.33  

有禮貌好可愛 : 小龍和你一起說謝

謝 / Federica Magrin 著 ; Anna Lang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0910 .-- 220 面; 15X15 公分 .-- (銀河

學 ; 6)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8652-8-9 (精裝) NT$22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教育  

528.33  

好讚!堅持我可以做到 / 詹妮.路易絲

(Zanni Louise)作  ; 蜜西 .透納 (Missy 

Turner)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371-248-0 (精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我也可以做到喔! : 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 /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 李佩珊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10 .-- 36 面; 26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8842-82-3 (精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你 做 得 好 棒 ! / 派 翠 西 亞 . 赫 加 蒂

(Patricia Hegarty)文 ; 莎克琪.瑪卡爾

(Sakshi Mangal)繪 ; 孫昭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1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48-919-

2 (精裝) NT$28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怎麼辦?我不敢說! : 誠實面對不害怕 

/ Fun House 師資團隊編 ; 沛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0910 .-- 36 面; 26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8842-80-9 (精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被欺負了怎麼辦? / 蘇菲.弗爾羅作 ; 

朵樂蒂.德蒙弗里, 索萊達.布拉沃圖 ; 

許若雲, 賈翊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誼文化, 10910 .-- 48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62-

695-0 (精裝) NT$280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學前教育  

528.33  

菜市場探險趣 / Ingela P Arrhenius 作.

插畫 ; 李旻諭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1 .-- 1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0-9 ( 精 裝 ) 

NT$58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媽媽好菜主題概念書 / 世一幼教組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588-3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波拉走失記 : 迷路要記得的六件事 / 

加 百 列 . 雷 培 卡 . 魏 斯 (Gabriela 

Rzepecka-Weiß)作 ; 瑪格達蓮娜.科茲.

諾瓦克(Magdalena Kozieł-Nowak)繪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11 .-- 40 面; 27 公分 .-- (童心

園 ; 10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07-210-0 (精裝) NT$320  

1.安全教育 2.兒童教育 3.通俗作品  

528.38  

乍回頭 那燈火闌珊處 : 法鼓山社會

大學的光合作用 / 潘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法鼓山社會大學, 10908 .-- 

29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04-0-4 (平裝)  

1.社會教育 2.文集  528.407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手冊 / 黃

富順主編 .-- 臺北市 : 台灣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發展協會, 10909 .-- 2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31-0-8 (平

裝)  

1.老人教育 2.終身學習  528.433  

樂活金寧 : 亮麗學習專刊 / 蔡世舜總

策劃  .-- 金門縣金寧鄉  : 楊忠俊 , 

10909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27-5 (平裝)  

1.老人教育 2.老人福利 3.終身學習 

4.文集  528.433  

生命教育 / 甘麗華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909 .-- 2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78-269-8 (平裝)  

1.生命教育  528.59  

生命教育故事文選 / 臺灣生命教育

學會著 ; 蔡豫寧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幼獅, 10910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49-205-3 ( 平 裝 ) 

NT$300  

1.生命教育 2.俗通作品  528.59  

*以實務師徒制導向學習成果之廣義

總整課程教學方法 / 蔡建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2-

4 (平裝)  

1.技職教育 2.高等教育 3.教學法  

528.8  

餐旅教材教法與實習 / 陳紫玲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92-6-1 (平裝) NT$400  

1.觀光旅遊職業教育 2.教材教學 3.

教育實習  528.828  

牧場管理實習. 下冊 / 林佑上, 余祺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 

10910 .-- 230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

5531-21-8 (平裝)  

1.畜牧學 2.技職教育  528.8451  

動物營養實習. 下 / 林佑上, 謝豪晃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 

10909 .-- 180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

5531-18-8 (平裝)  

1.動物營養學 2.技職教育  528.8451  

植物識別實習. 下冊 / 黃佳盛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5531-20-1 

(平裝)  

1.植物學 2.教學實習 3.技職教育  

528.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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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王子. 3, 殺風破網 / 李國靖, 蔡詩

中作 ; 疾風社團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1 .-- 160 面; 23 公

分 .-- (超越極限) .-- ISBN 978-986-

301-969-5 (平裝) NT$280  

1.體育 2.漫畫  528.9  

運動生理學 = Exercise physiology / 陳

坤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

化, 10911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3-9 (平裝)  

1.運動生理學  528.9012  

*手球選手心理資本、訓練壓力、運

動倦怠與運動表現滿意度之關係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ball play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training seress,athlete burnout,and 

sports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 張簡坤

明著作 .-- 臺南市 : 靝巨書局, 10909 .-

- 16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2134-6-2 (平裝) NT$250  

1.手球 2.運動心理 3.運動訓練  

528.959  

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 2020 : 峰

迴路轉,還見真武 = 2020 New Taipei 

International Martial Arts Forum / 吳美

玲等編著 .-- 臺北市 : 中華武術研發

協會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

中心, 109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930-4-7 (平裝)  

1.武術 2.文集  528.9707  

太極拳道新探 : 太極拳的道家文化

探究 / 阮紀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1 .-- 445 面; 21 公分 .-- (武

學釋典 ; 44) .-- ISBN 978-986-346-314-

6 (平裝) NT$480  

1.太極拳  528.972  

太極拳譜釋義 : 太極拳理的文化學

分析 / 阮紀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1 .-- 431 面; 21 公分 .-- (武

學釋典 ; 45) .-- ISBN 978-986-346-315-

3 (平裝) NT$480  

1.太極拳  528.972  

鄭子太極拳傳真  / 洪武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 10910 .-

- 390 面; 26 公分 .-- (武系列 ; A458) .-

- ISBN 978-986-98735-4-3 ( 精 裝 ) 

NT$850  

1.太極拳  528.972  

大槍武藝 / 郭肖波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八正文化, 10910 .-- 5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08-0-9 (平裝) 

NT$580  

1.器械武術  528.974  

手臂錄.無隱錄釋義 : 明代槍法短兵

解密 / 任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1 .-- 414 面; 21 公分 .-- (武

學釋典 ; 46) .-- ISBN 978-986-346-316-

0 (平裝) NT$550  

1.器械武術  528.974  

國立中正大學跆拳道選手洪幼婷競

賽理論與實務技術報告 / 吳燕妮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化, 10911 .-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6432-97-2 (平裝)  

1.跆拳道 2.運動訓練  528.977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五輯 / 林

伯修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身體文

化學會, 10912 .-- 27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53-1-0 ( 平 裝 ) 

NT$400  

1.運動員 2.人物志 3.臺灣  

528.99933  

特殊幼兒教育 / 傅秀媚等合著 .-- 五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9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

699-2 (平裝) NT$480  

1.特殊教育 2.學前教育  529.5  

特殊教育導論 / 吳武典等著 ; 林敬堯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0909 .-- 700 面; 26 公分 .-- (特殊教育

系列  ; 61032) .-- ISBN 978-986-191-

928-7 (平裝) NT$750  

1.特殊教育  529.5  

學習的引路人 : 特教教師提供入班

協助或訓練之實施說明與示例 / 劉

明超, 歐人豪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教育局, 10909 .-- 19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3-67-5 (平裝)  

1.特殊教育 2.特殊教育教師  529.57  

*霧峰向日葵家園融合教育研習活動

教材. 寵物兔子篇 / 黃容泳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 

10909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475-6-8 (平裝) NT$500  

1.融合教育 2.教學活動設計 3.兔 4.

寵物飼養  529.6  

禮俗；民族學 

新香港民族論 / 石黑著 .-- 臺北市 : 亞

太政治哲學文化,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21-4-4 (平裝) 

NT$240  

1.民族研究 2.民族史 3.民族文化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35.72  

客家源流與文化信仰 : 台灣客家文

化研究論文集 / 何來美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0910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61-5-4 (平

裝) NT$50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文化研究 4.文

集  536.21107  

閱讀黃崗 : 侗族村寨地景紀實 / 彭文

惠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大埕設計 ; 

桃園市 : 中原大學景觀系, 10910 .-- 

252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

88179-3-7 (平裝) NT$500  

1.侗族 2.聚落 3.田野工作 4.貴州省  

536.2830  

回家跳舞 = Dancing for our ancestors / 

王民亮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日

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出版 : 大滿舞

團發行,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852-3-1 (平裝)  

1.大滿舞團 2.臺灣原住民族 3.民族

舞蹈  536.33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 : 先

行者及其台灣踏查 / 笠原政治作 ; 陳

文玲譯註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11 .-- 386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書 ; 26) .-- 

ISBN 978-986-350-419-1 ( 平 裝 ) 

NT$460  

1.臺灣原住民 2.民族研究 3.日據時

期  536.3307  

Cumacʉ'ʉra Kanakanavu Karukarua 看

見卡那卡那富族植物 / 翁坤等口述 ; 

劉正元等撰文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10910 .-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555-0-8 (平裝) NT$400  

1.卡那卡那富族 2.植物  536.3352  

說學逗唱,認識節日 : 虎大歪說節日

緣起,狗小圓吃慶典美食 / 王家珍著 ; 

洪福田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3-

1 (平裝) NT$400  

1.節日 2.通俗作品  538.5  

醬.書寫 : 在地與越境的醬風景 / 林偉

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 

10910 .-- 140 面; 21 公分 .-- (興大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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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9014-5-1 

(平裝) NT$35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調味品  

538.78  

韓國點餐完全圖鑑 / 海蓮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發行,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34-15-8 ( 平 裝 ) 

NT$400  

1.飲食風俗 2.韓國  538.7832  

中餐烹調 : 竹籬笆裡的飯菜香 / 謝旭

初, 林芳琦, 掌慶琳著 .-- 二版 .-- 高雄

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92-0-9 (平

裝) NT$400  

1.飲食風俗 2.眷村 3.食譜 4.臺灣  

538.7833  

沙茶 : 從醬料看潮汕移民史 / 曾齡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

922-5 (平裝) NT$380  

1.調味品 2.飲食風俗 3.歷史 4.臺灣  

538.7833  

鴻食代 Home style : 27 道人生菜單 / 

陳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出版 : 九歌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55) .-- ISBN 978-986-

99083-4-4 (平裝) NT$360  

1.飲食風俗 2.臺灣  538.7833  

舌尖上的義大利 / Amanda Ch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10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6-

3 (平裝) NT$420  

1.飲食風俗 2.文化 3.義大利  

538.7845  

社會學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 劉紹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

聲 ; 22) .-- ISBN 978-986-99492-0-0 (平

裝) NT$380  

1.社會學 2.傳染性疾病  540  

公民社會 : 辯護之餘,反思政治、哲

學與文化 / 曾友俞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獨立作家, 10910 .-- 240 面; 21 公

分 .-- (Do 觀點 ; 63)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68-1-1 (平裝) NT$300  

1.社會哲學 2.公民社會  540.2  

21 世紀台灣的問題與對策 : 我的國

是建言暨國家社會重要問題之我見

我思 / 趙守博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 

10910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36-29-0 (平裝) NT$460  

1.臺灣社會 2.文集  540.933  

Let's Chat : 我們的事, 我們要參與 : 身

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紀實 / 葉琇姍總

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勞動力重建運

用處, 10910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9-26-0 (平裝)  

1.公民社會 2.社會參與 3.身心障礙

者  541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 余英時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950-

8 (平裝)  

1.中國文化 2.文集  541.262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紀念專輯. 第五

屆 = The fifth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ward / 林一宏等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0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146-8 (精裝) NT$250  

1.文化資產保存 2.文物保存維護 3.

文集  541.2707  

中華文化與閩臺社會 / 劉登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254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5) .-- 

ISBN 978-986-478-386-1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478-387-8 (精

裝)  

1.文化研究 2.兩岸交流 3.臺灣 4.福

建省  541.28  

文化人類學  / 保羅 .赫伯特(Paul G. 

Hiebert)著 ; 王之瑋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0 .-- 552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

列 ; 19) .-- ISBN 978-986-6355-69-1 (平

裝)  

1.文化人類學  541.3  

風土技藝 : 留住文化留住人 / 董淨瑋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136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2) .-- ISBN 978-

986-98980-2-7 (平裝) NT$350  

1.文化人類學 2.鄉土文化 3.創意 4.

文集  541.307  

馬淵東一著作集. 第二卷 / 馬淵東一

原著 ; 李蕙雰, 葉秀玲, 黃淑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民族所 , 

109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55-3 (平裝) NT$600 .-- ISBN 

978-986-5432-56-0 (精裝) NT$700  

1.文化人類學 2.文集  541.307  

參與者的學術接觸 : 人類學倫理的

實踐與躊躇 / 謝世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醫學院, 10909 .-- 145 面; 

26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24) .-- 

ISBN 978-986-5452-31-5 ( 平 裝 ) 

NT$300  

1.社會人類學 2.文化人類學 3.文集  

541.307  

共享經濟如何讓人變幸福? : 利他.分

享.在地化,我們已進入第四消費時代 

/ 三浦展作 ; 馬奈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Next ; 275) .-- ISBN 978-957-13-

8380-4 (平裝) NT$380  

1.消費社會  541.4  

深度造假 : 比真實還真的 AI 合成技

術,如何奪走人類的判斷力,釀成資訊

末日危機？ / 妮娜.敘克(Nina Schick)

著 ; 林曉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

青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 256 面; 21 公分 .-- (thinkin' tank ; 1) .-

- ISBN 978-986-99559-0-4 ( 平 裝 ) 

NT$400  

1.資訊社會 2.網路社會 3.人工智慧  

541.415  

新世代影響力 : 年輕人如何成為引

領未來趨勢、改變社會運作的力量? 

/ 洛基.史考佩利提(Rocky Scopelliti)

著 ; 翁尚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next ; 273) .-- ISBN 978-957-13-8378-1 

(平裝) NT$320  

1.資訊社會 2.社會發展  541.415  

跨越斷層 : 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 法

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 張

美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Next) .-- 

ISBN 978-957-13-8391-0 ( 平 裝 ) 

NT$256  

1.資訊社會 2.社會變遷 3.社會倫理  

541.415  

不 完 全 抗 議 手 冊  = Uncompleted 

protest guidance / 曾靖雯, 張竹崴文.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藝 術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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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72 面; 21X20 公分 .-- (南海

藝 教 叢 書  ; 176) .-- ISBN 978-986-

5460-62-4 (平裝) NT$635  

1.社會運動 2.繪本  541.45  

穹蒼之下,沉冤待雪 : 香港抗爭事件

被自殺冤魂通靈紀錄 / 霧島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77-

4 (平裝) NT$32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革命時代 : 公民抗爭將如何改變 21

世紀 / 馬克(Mark Engler), 保羅.恩格

勒(Paul Engler)著 ; 鍾宏安, Luna Ngai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0910 .-- 452 面; 21 公分 .-- (Glos ; 

3)(社會科學類)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19-7 (平裝) NT$450  

1.社會運動 2.公民 3.衝突  541.45  

膜拜團體就在我們當中 : 與其隱性

威脅作持續鬥爭 / 瑪格麗特.泰勒.辛

格著 ; 黃艷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910 .-- 408 面; 21 公分 .-- (膜

拜現象研究叢書 ; 1) .-- ISBN 978-986-

99507-0-1 (平裝)  

1.洗腦 2.崇拜 3.宗教團體  541.825  

假新聞 : 21 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 卡洛

尼娜.庫拉(Karoline Kuhla)著 ; 顏徽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663 種)(我思 ; 2) .-- ISBN 978-

957-9314-76-3 (平裝) NT$280  

1.新聞學 2.大眾傳播 3.媒體素養  

541.83  

假新聞教戰手冊 : 中小學教師怎麼

教 媒 體 素 養 與 批 判 思 考  / Jennifer 

LaGarde, Darren Hudgins 合著 ; 羅世宏, 

羅敬文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87-1 (平裝) NT$250  

1.媒體素養 2.傳播教育 3.批判思考

教學  541.8303  

臺灣閱聽人樣貌 / 臺灣傳播調查資

料庫[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傳

播調查資料庫, 10910 .-- 冊 .-- (臺灣

傳播調查資料庫專書) .-- ISBN 978-

986-5436-13-1 (全套:平裝) NT$299  

1.大眾傳播 2.閱聽人研究 3.文集  

541.8307  

新世界的流亡者 : 美國獨立中的輸

家,如何促成大英帝國重拾霸權 / 瑪

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著 ; 馬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592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460) .-- ISBN 978-986-262-440-1 (平裝) 

NT$699  

1.難民 2.移民史 3.西洋史 4.美國獨

立戰爭 5.美國 6.英國  542.277  

點光的人 : 懂得黑夜的幽傷 = You're 

the light on my path / 臺北市就業服務

處撰 .-- 臺北市 : 北市就業服務處, 

10909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459-22-2 (平裝)  

1.就業輔導 2.輔導機構 3.輔導人員  

542.75  

*新北市政府防制就業歧視案例實錄. 

15 / 吳仁煜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

勞工局,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3-68-2 (平裝)  

1.勞工就業  542.77  

我可以在國外發展嗎? = Can I live 

abroad? / 林麗嫦作 .-- 二版 .-- 桃園市 : 

林俊宇, 10910 .-- 1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8091-6 (平裝)  

1.兼職 2.副業 3.留學  542.78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 黃寬重著 .-- 修

訂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09 .-- 330

面; 23 公分 .-- (歷史新視界) .-- ISBN 

978-957-19-3225-5 (平裝)  

1.家族 2.社會 3.宋代  544.29205  

婚姻是愛情的圍城 : 當夫妻形同陌

路,如何突圍才能回到當初? / 章含,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10 .-- 2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88-1 (平裝) 

NT$380  

1.婚姻 2.夫妻 3.兩性關係  544.3  

讓你愛的人重新愛上你 : 與心理諮

商師對話,療癒親密關係,走出孤獨 / 

盧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6) .-- ISBN 978-

986-5536-20-6 (平裝) NT$340  

1.婚姻 2.家庭 3.兩性關係  544.3  

TOUCH 輕觸瞬間 / 梁世恩(Zipcy)著 ; 

YTING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1 .-- 214 面; 19X20 公分 .-- 

(Fun ; 76) .-- ISBN 978-957-13-8382-8 

(平裝) NT$42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為什麼關係融洽,另一半仍出軌? / 洪

培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0) .-- ISBN 978-986-406-205-8 (平裝) 

NT$300  

1.外遇 2.婚姻 3.兩性關係  544.382  

徵信社社長眼中,婚姻的真相 / 岡田

真弓作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 (Style ; 42) .-- ISBN 978-986-5548-16-

2 (平裝) NT$340  

1.外遇 2.婚姻 3.徵信機構  544.382  

她 : 女性形象與才藝 = She & Her : on 

Women and their art in Chinese history / 

劉芳如等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

市 : 故宮, 10910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37-6 (精裝)  

1.女性 2.書畫 3.藝術 4.博物館特展  

544.5  

女性主義 : 21 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 朱

莉安娜.弗里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 (平安叢書)(我思 ; 4) .-- ISBN 978-

957-9314-75-6 (平裝)  

1.女性主義  544.52  

她不住在竹籬笆  / 易星萍作 .-- 初

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族群與客家系列 ; 

2) .-- ISBN 978-957-8614-45-1 (平裝) 

NT$350  

1.女性主義 2.傳統社會 3.客家 4.族

群問題  544.52  

返鄉的妹仔們 / 林芷筠作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族群與客家系列 ; 1) .-- 

ISBN 978-957-8614-44-4 ( 平 裝 ) 

NT$350  

1.女性主義 2.傳統社會 3.客家 4.高

雄市美濃區  544.52  

老公使用說明書 / 黑川伊保子著 ; 陳

亦苓譯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08-4 (平裝) NT$320  

1.兩性關係 2.夫妻 3.成人心理學  

544.7  

老婆使用說明書 / 黑川伊保子著 ; 陳

亦苓譯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07-7 (平裝) NT$320  

1.兩性關係 2.夫妻 3.成人心理學  

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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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西亞怎麼辦? : 與時俱進的兩性相

處與親密方針 / 欣西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4-16-5 (平裝) 

NT$340  

1.兩性關係 2.性知識  544.7  

現代愛情 : 關於愛、失去與救贖的

真實故事 / 丹尼爾.瓊斯(Daniel Jones)

編 ; 吳品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經典圖文傳播, 10909 .-- 280 面; 21 公

分 .-- (文學森林 ; LF0136) .-- ISBN 

978-986-99179-7-1 (平裝) NT$300  

1.兩性關係 2.戀愛心理學  544.7  

知名婦產科女醫師教你如何跟女兒

談「性」 / 宋美玄監修 ; 勝山圭子漫

畫 ;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07-4 (平裝)  

1.性教育 2.親職教育  544.72  

愛與放手 : 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 11

堂課 / 呂嘉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10911 .-- 

26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12-0-3 (平裝)  

1.性教育 2.親職教育  544.72  

阿媽的女朋友 : 彩虹熟女的多彩青

春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老同小

組老年同志口述歷史訪談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0 .-- 

288 面; 20 公分 .-- (mark ; 162) .-- ISBN 

978-986-5549-12-1 (平裝) NT$350  

1.同性戀 2.訪談 3.傳記  544.753  

葵照護 Aoi Care : 小規模多機能+自

立支援,讓人信賴的社區型新照護模

式 / 森田洋之, 加藤忠相作 ; 陳湘媮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熟年優雅學院 ; 

36) .-- ISBN 978-986-336-403-0 (平裝) 

NT$320  

1.老人福利 2.社區式照護服務  

544.85  

社區營造 : 臺灣的社區營造策略分

析 / 柯一青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

立圖書, 10910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6-4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個案研究 3.臺灣  

545.0933  

白米社區休閒產業經營輔導技術報

告 / 范智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鼎書局, 10910 .-- 14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2-6 ( 平 裝 ) 

NT$350  

1.社區總體營造 2.休閒產業 3.宜蘭

縣蘇澳鎮  545.0933/107  

城市如何運作 : 從人文學看待城市

的 15 種觀點 = How city to work / 俞

炫準著 ; 邱麟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910 .-- 3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57-74-5 (平裝) 

NT$480  

1.都市發展 2.都市計畫 3.都市建築  

545.1  

創意.都市.幸福感 : 驅動區域創新及

經濟成長 / 陳坤宏等著 ; 陳坤宏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72-7 (平裝) NT$550  

1.都市社會學 2.都市發展  545.1015  

連結國際的水交社 / 朱戎梅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朱戎梅, 10910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2-

6 (平裝) NT$350  

1.眷村 2.文化保存 3.臺南市  

545.4933  

鄉民社會與文化 : 一種人類學研究

文明社會的方法 / 羅伯特.雷德菲爾

德(Robert Redfield)著 ; 陳睿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天, 10910 .-- 1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38-943-6 (精

裝)  

1.鄉村社會學  545.5  

受騙的中產階級 : 累積財富的結果

竟是自我毀滅? / 哈達絲.維斯(Hadas 

Weiss)作 ; 翁尚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next ; 280) .-- ISBN 978-957-13-

8388-0 (平裝) NT$350  

1.中產階級 2.社會心理學  546.16  

社會工作小辭典 / 陳思緯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10 .-- 264 面; 

17 公分 .-- (隨身讀系列) .-- ISBN 978-

986-5525-14-9 (平裝) NT$220  

1.社會工作 2.詞典  547.041  

改變 : 一群加拿大慈濟人的移民故

事 / 何國慶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發

光體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30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671-6-0 (平裝) NT$380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拓荒 : 中區慈濟志工行經之路 / 劉秀

雅等著 ; 王志宏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

基金會,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68-9-4 ( 平 裝 ) 

NT$350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新編兒童福利 / 馮瑜婷等合著 ; 張雯

雯總編輯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9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700-5 (平裝) NT$420  

1.兒童福利  547.51  

慈悲的心路. 五 : 天下一家親/繫緣情

牽造淨土-海地 大愛為橋蓮華生-夏

威夷 在貧瘠地灑愛-非洲 / 林永昌等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10 .-- 5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50-3-7 (精裝) NT$36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賑災  

548.126  

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案件教材彙編 / 

衛生福利部著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10 .-- 3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9-70-5 (平裝) NT$300  

1.受虐兒童 2.兒童保護 3.社會工作 

4.教材  548.13  

臺灣動物法 / 林明鏘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528 面; 21 公

分  .--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叢 書  ; 

224) .-- ISBN 978-986-5532-86-4 (平裝) 

NT$600  

1.動物保育 2.法規 3.論述分析  

548.38023  

我的美好,不該是你騷擾我的藉口 : 

15 步驟全面擊退性騷擾,在職場的權

力遊戲裡,沉默不是唯一武器 / 愛德

麗安.勞倫斯(Adrienne Lawrence)著 ; 

鼎玉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好想

法 ; 30) .-- ISBN 978-986-248-922-2 (平

裝) NT$420  

1.性侵害防制 2.性騷擾 3.職場  

548.544  

*黑色優勢 : 比狼更狡詐!揭開華爾街

不為人知的黑錢流動、內線交易,以

及 FBI 與頂級掠食者的鬥智競賽 / 席

拉.寇哈特卡(Sheelah Kolhatkar)著 ; 聞

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9-8-2 (平

裝) NT$450  

1.金融犯罪 2.證券交易所 3.美國  

54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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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科技 / 詹明華著 .-- 初版 .-- [宜蘭

縣頭城鎮] : 詹明華, 10909 .-- 2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8028-2 (第

1 冊:平裝) NT$250  

1.刑事偵查 2.科學技術  548.6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 / 曾春僑, 莊忠

進 著  .-- 四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0909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13-8 (平裝) NT$600  

1.刑事偵察 2.鑑識  548.61  

蜂鳥飛過鐵窗 : 我在加州男子監獄

的 藝 術 矯 正 課  / 黛 博 拉 . 托 博 拉

(Deborah Tobola)著 ; 吳宜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41-2 (平

裝) NT$399  

1.黛博拉(Tobola, Deborah.) 2.更生保

護 3.犯罪矯正 4.藝術治療  548.78  

天才數學家縱橫華爾街與賭場的故

事 / 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

著 ; 威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

來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思 ; 21) .-- ISBN 

978-986-99115-4-2 (平裝) NT$480  

1.賭博  548.84  

經濟 

EZ 經濟學 / 黃子晉等合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47-5-5 (平裝) 

NT$480  

1.經濟學  550  

經濟行為 : 宏觀經濟行為研究 : 治國

論 / 唐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09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10-6 ( 上 冊 : 平 裝 ) 

NT$400  

1.總體經濟學 2.國家發展  550  

台灣循環經濟 : 發展論 / 財團法人現

代財經基金會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訊文化, 10910 .-- 8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812-90-4 (平裝) 

NT$600  

1.綠色經濟 2.永續發展 3.產業發展  

550.16367  

全球化的七個時代 : 從舊石器時代

到數位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

改寫人類的歷史,我們又該如何迎擊

未來的挑戰 / 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 ; 魏嘉儀, 洪世民, 林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from ; 

136) .-- ISBN 978-986-5549-15-2 (平裝) 

NT$380  

1.經濟史 2.世界史  550.9  

危機時代 : 傳奇投資家吉姆.羅傑斯

談未來的經濟與理財 / 吉姆.羅傑斯

(Jim Rogers)著 ; 鄭曉蘭,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71-

8 (平裝) NT$360  

1.經濟情勢 2.經濟預測 3.經濟史  

552.1  

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走向與投資策略 : 

當通貨緊縮步步逼近,如何布局才能

兼顧穩定與收益? / 洪椿旭(홍춘욱)

著 ; 徐若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周

刊叢書 ; BW0753) .-- ISBN 978-986-

477-929-1 (平裝) NT$380  

1.國際經濟 2.經濟發展  552.15  

論經議策. 上, 台灣與國際經濟 / 許嘉

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

訓院, 10911 .-- 350 面; 23 公分 .-- (金

融推廣系列 ; 52) .-- ISBN 978-986-

399-198-4 (精裝)  

1.臺灣經濟  552.33  

論經議策. 下, 貨幣與金融 / 許嘉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

院, 10911 .-- 350 面; 23 公分 .-- (金融

推廣系列 ; 53) .-- ISBN 978-986-399-

199-1 (精裝)  

1.臺灣經濟  552.33  

印度人才國際化的智慧 : 從日常生

活、教育、政治看見印度的軟實力 / 

桑吉夫.辛哈(Sanjeev Sinha)著 ; 葉廷

昭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 遠

足文化,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場 ; 4) .-- ISBN 978-986-99539-

0-0 (平裝) NT$320  

1.經濟發展 2.人才 3.印度  552.371  

中小企業白皮書. 2020 年 / 王健全等

撰稿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小企業

處出版 : 經濟部發行, 10910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3-6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0  

1.中小企業管理 2.白皮書 3.臺灣  

553.712  

多國籍企業經營策略 / 林彩梅, 戴惟

天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92-5 (精裝) NT$300  

1.國際企業 2.企業經營  553.78  

國際經濟與企業經營 / 郭國興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郭國興, 10909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39-8 (平裝) NT$450  

1.國際企業 2.企業經營  553.78  

土地法 / 謝哲勝著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910 .-- 5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78-5-5 (平裝) 

NT$800  

1.土地法規  554.133  

土地登記 : 法規與實務 / 陳銘福著 .-

- 十六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0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83-3 (平裝) NT$600  

1.土地登記  554.283  

地產交易安全故事書 / 許哲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910 .-- 

2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18-2-1 (平裝) NT$399  

1.不動產業 2.房地產法規  554.89  

完銷力 : 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 / 許惠

喻, 張明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詹

氏, 10910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09-2 (平裝) NT$450  

1.不動產業 2.銷售  554.89  

現代不動產估價 : 理論與實務 = Real 

estate appraisal : theory and practice / 賴

碧瑩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0910 .-- 55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511-416-9 (平

裝) NT$550  

1.不動產 2.不動產業  554.89  

誰偷走了你的房子 / 楊欽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18-1-

4 (平裝) NT$399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韌生態 : 跨域創價 人才領航 / 蘇孟宗

等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

院產科國際所, 10909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264-352-5 (平裝) 

NT$350  

1.產業發展 2.產業升級 3.個案研究 

4.文集  555.07  

產業安全基礎的基礎 / 荒井保和著 ; 

張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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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310-6 (平裝) NT$350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勞動科學之建立 : IE/IR 勞動市場模

型之理論與實際  / 彭百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勞動學會, 10909 .-

- 2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86504-8-0 (平裝) NT$300  

1.勞動市場 2.勞資關係 3.勞動制度  

556  

我國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修法與施

行 狀 況 之 研 究  = A study on the 

amend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week and weekend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 邱駿彥等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9 .-- 4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93-

7 (平裝) NT$500  

1.勞動基準法 2.休假制度 3.工時  

556.84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 陳月

娥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10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27-2 (平裝)  

1.勞工行政 2.勞動法規  556.84  

南臺區域整體運輸規劃系列研究 . 

(1/2) : 旅次特性調查分析 / 李宗益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10 .-- 6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190-2 (平裝) NT$800  

1.運輸系統 2.運輸規劃  557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

務水準分析之研究. (1/3) : 獨立進出

口分匯流區 / 黃家耀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10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89-

6 (平裝) NT$550  

1.公路管理 2.交通流量  557  

混合車流路口道路與交通工程設計

範例. (3/4) : 非號誌化路口 / 許添本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

所, 10910 .-- 3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87-2 (平裝) NT$430  

1.交通管理 2.交通流量  557  

智慧交通科技與管理計畫. (2/4) / 鴻

鈞澤, 張學孔, 林昶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 10909 .-- 31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85-8 (平裝) 

NT$314  

1.交通管理 2.科技管理  557  

智慧節能車機應用於公共運輸產業

發展之研究 : 以公車為例 / 鄭旭峰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10 .-- 4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188-9 (平裝) NT$580  

1.大眾運輸 2.公車 3.能源節約  557  

從台車到巴士 : 百年臺灣地方交通

演進史 / 陳家豪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紀臺灣) .-

- ISBN 978-986-99444-4-1 ( 平 裝 ) 

NT$450  

1.交通史 2.臺灣  557.1933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 白崑成編

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10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34-0 (平裝)  

1.鐵路法規  557.222  

推動鐵道行車安全保證機制之研析 / 

林杜寰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10 .-- 43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1-193-3 ( 平 裝 ) 

NT$500  

1.鐵路安全 2.運輸管理  557.23  

臺北機廠與台灣鐵道 / 古庭維等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

備處, 109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144-4 (平裝) NT$480  

1.鐵路史 2.鐵路車輛 3.臺灣  

557.26339  

規劃我國籍載客船舶航行安全風險

管理輔導教材與實船示範計畫 / 陳

希敬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運研所, 10910 .--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86-5 ( 平 裝 ) 

NT$580  

1.航運管理 2.運輸安全 3.風險管理  

557.4  

航業經營與管理 / 林光, 張志清作 .-- 

十一版 .-- 臺北市 : 林光, 張志清發行 : 

航貿文化總經銷, 10909 .-- 95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7-4 (平裝) 

NT$900  

1.航運管理 2.航運業  557.43  

巴達維亞號之死 : 荷蘭東印度公司

最瘋狂的海上叛變事件 / 麥克.戴許

(Mike Dash)著 ; 黃中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11 .-- 512 面; 21 公分 .-- (左岸

歷史 ; 316) .-- ISBN 978-986-99444-7-2 

(平裝) NT$550  

1.巴達維亞號 2.海難  557.491  

「5G.OTT.匯流」論文集 / 彭芸, 葉志

良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風雲論壇,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傳播學叢

書 ; 77) .-- ISBN 978-986-6893-93-3 (平

裝) NT$350  

1.電信產業 2.電信法規 3.傳播政策 

4.文集  557.7107  

國 際 貿 易 原 理 與 政 策  =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 林炳文, 林佳蓉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指南書局, 10909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85-53-

6 (平裝)  

1.國際貿易 2.國際貿易政策  558  

貿易大歷史 / 威廉.伯恩斯坦作 ; 潘勛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 10911 .-- 50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1-39-5 (平裝) NT$699  

1.國際貿易史 2.國際經濟關係 3.全

球化  558.09  

地方的視角 : 清末條約體制下臺灣

商人的對策 / 李佩蓁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天, 10909 .-- 231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38-939-9 (精裝)  

1.經貿關係 2.臺灣史 3.清領時期  

558.0933  

財政；金融；投資 

失控金融史 : 在這個金錢至上的世

界,遊戲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 吳桂元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0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2-25-1 (平裝) NT$370  

1.金融史  561.09  

二十一世紀財經法潮流 : 林國全教

授榮退祝賀論文集 / 林國全教授榮

退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2-

6 (精裝) NT$750  

1.金融法規 2.保險法規 3.證券法規 

4.公司法 5.文集  561.207  

國 際 金 融 與 匯 兌  =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oreign exchange / 徐俊明, 

黃原桂著 .-- 8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47-4-8 (平裝) NT$538  

1.國際金融 2.匯兌 3.外匯  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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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重點統

整+歷年試題) / 艾帕斯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22-7 (平裝)  

1.授信管理 2.銀行 3.放款  562.33  

*黑暗巨塔 : 德意志銀行 : 川普、納

粹背後的金主,資本主義下的金融巨

獸 / 大衛.恩里奇(David Enrich)著 ; 劉

道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

密 ; 5) .-- ISBN 978-986-99410-2-0 (平

裝) NT$620  

1.川普(Trump, Donald, 1946- ) 2.德意

志銀行 3.投資銀行 4.德國  

562.5443  

快速致富 / MJ.迪馬哥(MJ DeMarco)

著 ; 王傳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久

石文化, 10912 .-- 496 面; 23 公分 .-- 

(Learning ; 50) .-- ISBN 978-986-97614-

7-5 (平裝) NT$460  

1.個人理財 2.財富 3.成功法  563  

財務自由實踐版 : 打造財務跑道,月

光族、小資族也能過自己想要的生

活 / 馬羅傑(Roger Ma)著 ; 鹿憶之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遠足文化,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TOP ; 

11) .-- ISBN 978-986-99060-3-6 (平裝) 

NT$400  

1.個人理財 2.生涯規劃  563  

從扛債人生走向財務自由 : 5 年清掉

5 千萬債務的 3 步驟優化理財術 / 王

姵文(黑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涯

智庫 ; 186) .-- ISBN 978-986-175-570-0 

(平裝) NT$280  

1.個人理財 2.借貸  563  

富足一生的理財必修課 : 從小資存

錢到財產傳承的完整規畫 / 廖義榮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城邦文化, 10911 .-- 3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97-8-1 (平裝) 

NT$380  

1.理財 2.投資 3.生涯規劃  563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 重點整理+

模擬試題 / 蘇育群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6-

6 (平裝)  

1.外匯 2.匯兌  563.23  

MetaTrader 5 貨幣自動交易武功秘笈 

/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80-119-1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快速學會 MetaTrader 5 貨幣交易 / 

Dave C, 任以能 , 奕滕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467-3-5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跟單信用狀與跟單託收交易暨最新

案例解析 / 陳賢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10909 .--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99-197-7 (平

裝)  

1.信用狀  563.25  

下一波全球經濟浩劫 : 亂世中保存

財富的七大祕訣  / 詹姆斯 .瑞卡茲

(James Rickards)著 ; 吳國卿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全球視野 ; 91) .-- ISBN 

978-957-08-5618-7 (平裝)  

1.投資 2.財務管理 3.金融危機 4.經

濟發展  563.5  

金融怪傑 : 全球頂尖交易高手對談

錄 / 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 

俞濟群, 王永健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910 .-- 688 面; 21 公分 .-- (史

瓦格金融訪談系列)(寰宇智慧投資 ; 

450) .-- ISBN 978-986-99330-2-5 (平裝) 

NT$650  

1.投資  563.5  

期貨與選擇權 : 衍生性金融商品 = 

Futures and options : derivatives / 金鐵

英, 金鐵珊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7-1-7 (平裝) NT$550  

1.衍生性商品 2.選擇權 3.期貨  

563.5  

證券法規 / 賴源河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10 .-- 4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11-418-3 ( 平 裝 ) 

NT$550  

1.證券法規  563.51  

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 資誠企業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資誠企管顧問, 10909 .-- 14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87343-9-

5 (平裝) NT$400  

1.證券法規 2.稅法  563.51  

圖解透視未來 : 給新世代的投資趨

勢說明書 / 錢世傑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十力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2-3 (平裝) 

NT$350  

1.投資分析 2.趨勢研究  563.52  

一個人、一條線、月報酬率 30% / 陳

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518-0-7 (平裝) NT$39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存股必勝心理學  / 孫悟天, 孫太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10911 .-- 

25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7390-6-1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地表神力讚 小散戰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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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部) .-- ISBN 978-986-98886-1-5 (平裝) 

NT$800  

1.股票投資 2.證券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存股超簡單 : 財經直播主游庭皓的

投資哲學 / 游庭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經濟日報, 10910 .-- 192 面; 21 公

分 .-- (投資理財 ; 46) .-- ISBN 978-986-

98756-3-9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我 只 買 上 漲 股  : 韓 國 第 一 股 票

Youtuber 用 100 張線圖教你看穿主力

勢頭,搭順風車買進下一支 300%飆股 

/ 와조스키(Wazowski)著 ; 馮燕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9-9-9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別再坐領乾薪等死......只需 2,500 元,

投資你的人生第一筆選擇權 / 彭俊

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3-8396-5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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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天機圖 / 余森山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08-3 (平裝) 

NT$4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冠軍操盤手的高勝率秘技 / 楊雲翔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 10911 .-- 

27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7390-7-8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期貨交易 3.投資分析  

563.53  

粉絲最愛問的股市 100 題 / 方天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68-9-6 (平裝) NT$399  

1.股票投資 2.證券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專業當沖原理 : 選股原則、買賣策

略、部位管理以及交易心理 / 安德

魯.阿齊茲(Andrew Aziz)作 ; 黃嘉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910 .-- 

280 面; 21 公分 .-- (寰宇投資策略 ; 

449) .-- ISBN 978-986-99330-1-8 (平裝) 

NT$5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買下全世界 : 獲利提升、風險驟降

的聰明投資法,讓全球最頂尖的企業

為 你 賺 錢 ! / 亞 倫 . 安 德 森 (Aaron 

Anderson)著 ; 賴孟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229-7-5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華爾街預言師. 上冊, 翹楚金融神通 / 

華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聚財資訊,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聚財網叢

書 ; A109) .-- ISBN 978-986-6366-85-7 

(平裝) NT$4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圖解第一次買股票就上手 / 李明黎

著 .--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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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128-2 ( 平 裝 ) 

NT$2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不當大學教授的保險小子 / 張雲翔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豪隆彩色製版,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90-1-9 (平裝)  

1.保險業 2.保險仲介人 3.職場成功

法  563.7  

保險學 : 經營與監理 / 鄭濟世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5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7-2-4 (平

裝) NT$580  

1.保險學 2.保險監理  563.7  

財政儲備、預算責任及債務管理之

探討 : 以英國、新加坡、香港為例 / 

陳志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孫運璿

基金會, 10909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416-9-8 (平裝)  

1.國家財政 2.預算政策 3.英國 4.新

加坡 5.香港特別行政區  564.1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 歐欣亞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37-1 (平裝)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城鄉失衡

之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 

監察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

院, 10909 .-- 4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51-7 (平裝) NT$500  

1.地方財政 2.財政政策 3.比較研究 

4.臺灣  566.933  

租稅各論與查核實務. 系列 V / 林裕

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

國際, 10909 .-- 11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48-39-7 (平裝)  

1.租稅  567  

租稅實務與規劃 / 宋義德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910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98-7 (平

裝) NT$760  

1.租稅  567  

租稅申報實務 /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

宇編著 .-- 8 版 .-- 臺北市  : 新陸 , 

10909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47-8-6 (平裝) NT$480  

1.稅務 2.租稅  567.01  

稅務會計 = Tax accounting /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9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47-3-1 (平裝) NT$690  

1.稅務會計  567.01  

租稅法 / 黃源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6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80-2 (平裝) NT$700  

1.稅法  567.023  

稅務法規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宋

秀玲, 楊智宇編著 .-- 12 版修訂 .-- 臺

北市 : 新陸, 10909 .-- 7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447-6-2 ( 平 裝 ) 

NT$650  

1.稅法  567.023  

土地稅體系 / 許文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9 .-- 2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11-415-2 ( 平 裝 ) 

NT$400  

1.土地稅 2.稅法  567.24023  

通關實務與法規  / 林清和著 .-- 10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1-

6 (平裝)  

1.海關行政 2.關稅法規 3.海關法規 

4.論述分析  568.733  

政治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 張灝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論) .-- ISBN 978-

957-08-5616-3 (平裝)  

1.政治思想 2.自由主義 3.儒家 4.文

集  570.1  

民粹主義 : 21 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 楊.

路德維希(Jan Ludwig)著 ; 麥德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1 .-

- 17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64

種)(我思 ; 3) .-- ISBN 978-957-9314-74-

9 (平裝) NT$280  

1.民粹主義  570.11  

身分政治 : 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

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 

/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NEXT ; 

275) .-- ISBN 978-957-13-8390-3 (平裝) 

NT$350  

1.政治思想 2.政治認同 3.民粹主義  

570.11  

當 好 總 統 變 成 壞 總 統  / 黃 相 旻

(황상민)作 ; 朴炳培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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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 16) .-- ISBN 978-986-99381-2-

9 (平裝) NT$380  

1.政治心理學 2.元首 3.韓國  570.14  

現代末日書 : 古老幽靈百年詛咒 / 袁

紅冰作 .-- 臺北市 : 亞太政治哲學文

化, 10909 .-- 456 面; 21 公分 .-- (袁紅

冰 作 品 集  ; 32) .-- ISBN 978-986-

96921-3-7 (平裝) NT$480  

1.政治學 2.政治思想 3.文集  570.7  

民主的弱點 : 民意,如何成為世界強

權操弄的政治武器 / 大衛.夏默(David 

Shimer)著 ; 顏涵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0910 .-- 424 面; 21 公

分 .-- (亞當斯密 ; 4) .-- ISBN 978-986-

99410-3-7 (平裝) NT$550  

1.民主政治 2.政治文化 3.選舉  

571.6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 楊

銘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0 .-- 7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0-128-9 (平裝)  

1.行政學  572  

當代比較政治 : 一種世界觀 / 鮑威爾

(G. Bingham Powell, Jr.)等著 ; 郭俊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22-286-4 (上冊: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522-

309-0 (下冊:平裝) NT$600  

1.比較政治  572  

臺灣的長期照顧體制發展 : 國家、

市場與第三部門 / 陳正芬, 官有垣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0910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

600-3 (平裝)  

1.長期照護 2.行政制度 3.文集 4.臺

灣  572.907  

李筱峰政論文學選 : 屈原不投江 / 李

筱峰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

文化發行, 10909 .-- 360 面; 21 公分 .-

- (遠景叢書 ; 188) .-- ISBN 978-957-39-

1115-9 (平裝) NT$330  

1.臺灣政治 2.文集  573.07  

中共,你們欺負台灣人還不夠嗎? : 兼

論台灣的道路 / 克林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10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801-920-1 (平裝) 

NT$200  

1.兩岸關係 2.中共對臺政策 3.臺灣

政治  573.09  

台灣那些年那些事 : 一個大陸人眼

中的台灣政治演變  / 邵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78-3-

1 (平裝) NT$420  

1.臺灣政治 2.兩岸關係  573.09  

台灣謀略 : 刺激 2020,再認識當代中

國,探索台灣未來路 / 李勝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人與土地 ; 24) .-- ISBN 

978-957-13-8408-5 (平裝) NT$380  

1.兩岸關係 2.兩岸政策 3.文集  

573.09  

考選法規彙編. 中華民國一 0 九年 / 

考選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考選部, 

10910 .-- 18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54-54-8 (精裝)  

1.人事法規 2.考試制度 3.中華民國  

573.4023  

海濱鄒魯 : 金門歷代進士文物展專

輯 / 黃振良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8-7 (精

裝) NT$350  

1.科舉 2.歷史 3.文物展示 4.福建省

金門縣  573.441  

我要上京當官 : 在明朝當官求生存

的必學眉角 / 陳一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05-3 (平裝) 

NT$360  

1.科舉 2.明代  573.4416  

瘟疫後,中國是變強還是變弱 : 去中

國化、中美貿易戰、瘟疫過後的世

界秩序即將改變,中國會因此成為全

球霸權?還是如蘇聯一樣徹底瓦解? / 

宮崎正弘作 ;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Biz ; 342) .-- ISBN 978-986-

5548-22-3 (平裝) NT$399  

1.中國大陸研究 2.國際關係 3.政治

經濟  574.1  

中國贏了嗎? : 挑戰美國的強權領導 /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作 ; 林添

貴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社

會人文 ; BGB495) .-- ISBN 978-986-

5535-82-7 (平裝) NT$500  

1.中美關係 2.國際關係 3.地緣政治  

574.1852  

美國夢的破碎與重建 : 從總統大選

看新冷戰與國家學習能力 / 朱雲鵬, 

吳崇涵, 歐宜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 (歷史與現場 ; 292) .-- ISBN 978-957-

13-8399-6 (平裝) NT$360  

1.美國政府 2.政治制度 3.國家發展  

574.52  

桃 園 市 民 手 冊 . 2021 = Taoyuan 

citizen's handbook. 2021 / 吳君婷總編

輯 .-- 桃園市 : 桃市府, 10912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1-80-

0 (平裝)  

1.公共行政 2.桃園市  575.33/109  

消 防 與 災 害 管 理 法 規  =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fire safet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 邱晨瑋, 張易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公安學會 ,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4897-2-

0 (上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

986-94897-3-7 (下冊:平裝) NT$600  

1.消防法規  575.81  

警察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 / 李震山

等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274-1 (平裝) NT$650  

1.警政法規  575.81  

保安警察實務 / 翁萃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9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78-0-0 (平

裝) NT$500  

1.保安警察  575.83  

警察情境實務 / 李修安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9 .-- 844 面; 

23 公分 .-- (實力養成系列) .-- ISBN 

978-986-99400-1-6 (平裝) NT$690  

1.警察勤務制度 2.情境教育  575.86  

火災學 P. 2020 / 游象傳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新裕豐文化, 10909 .-- 

240 面; 26 公分 .-- 波麗士版 .-- ISBN 

978-986-97043-8-0 (平裝) NT$550  

1.火災 2.消防  575.87  

火災學 P. 2020 / 游象傳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新裕豐文化, 10909 .-- 

320 面; 26 公分 .-- 職人版 .-- ISBN 

978-986-97043-9-7 (平裝) NT$600  

1.火災 2.消防  575.87  

救災現場 / Gabriele Clima, Giovanna 

Mantegazza 撰文 ; Mirella Monesi 繪

圖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 10911 .-

- 20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04-7 (精裝)  

1.消防 2.繪本  5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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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戰爭 : 從資訊戰到尖端衛星武

器競賽,CNN 首席國家安全特派記者

揭露二十一世紀戰爭的隱形戰線  / 

吉姆.修托(Jim Sciutto)作 ; 高紫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0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44-6-5 (平裝) 

NT$420  

1.國際衝突 2.國家安全 3.中俄關係  

578.18  

台灣民主先生 : 李登輝的靈言 / 大川

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

出版, 10909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4-4 (平裝) NT$30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578.193  

建構沖繩認同(1868-2019) : 複數他者

與形成中的自我 / 比屋根亮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政治系中國中

心,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30-8 (平裝)  

1.區域研究 2.日本史 3.政治 4.族群

認同  578.193  

戰後美日臺關係關鍵 50 年 . 1945-

1995 / 王鍵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74 面; 21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84-3 

(平裝) NT$350  

1.國際關係 2.臺美關係  578.193  

中華民國對外條約輯編. 第二十三編, 

中華民國 107 年至 108 年 = 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foreign states volume XXIII(2018-

2019) /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2 .-- 569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5447-22-9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60  

1.中華民國外交 2.條約  578.285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 : 後冷戰時代美

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 / 麥可.曼德

爾邦(Michael Mandelbaum)作 ; 林添貴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544 面; 21 公

分 .-- (八旗國際 ; 2) .-- ISBN 978-986-

5524-29-6 (平裝) NT$580  

1.美國外交政策 2.國際政治  578.52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 劉依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1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0-

3 (平裝) NT$320  

1.國際民法  579.93  

法律 

用 66 張圖讀懂法律通識課 : 不花錢

找律師，職場、租屋、消費......等 50

個 疑 難 雜 症 都 能 自 己 搞定 ! / You 

Work 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710-99-3 ( 平 裝 ) 

NT$260  

1.法律 2.通俗作品  580  

法律概論 : 現代社會與法律 / 蘇嘉宏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2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65-7 (平裝) NT$350  

1.法律  580  

法律與文學 : 文學視野中的法律正

義 / 張麗卿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910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19-0 (精裝) NT$480  

1.法律社會學 2.社會正義 3.文學評

論  580.1654  

預防孩子誤闖法律禁區 / 連世昌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3-4-8 (平裝) NT$320  

1.法律教育 2.親職教育  580.3  

台灣法學新課題. 十五 / 社團法人台

灣法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1-2 (平裝) NT$380  

1.法學 2.文集  580.7  

最新法律與政治論文集. I / 黎淑慧

著 .-- 1 版 .-- 臺北市 : 弘揚圖書 , 

10909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073-98-4 (平裝) NT$520  

1.法律 2.政治 3.文集  580.7  

台灣法律史概論  / 王泰升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17-6 (精

裝) NT$500  

1.法制史 2.臺灣  580.933  

永久和平基準 / NGO 永久和平發展

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亞太永

和,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3-0-6 (精裝) NT$500  

1.憲法 2.憲法制定  581.1  

憲法考試權 : 國家職權與人民基本

權保障 / 吳瑞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76-5 (平裝) NT$400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581.24  

兩岸文教業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

會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陸委會, 

10910 .-- 4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27-3 (平裝) NT$139  

1.兩岸關係 2.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三十八 / 司法院

大法官書記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0909 .-- 7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54-49-4 ( 平 裝 ) 

NT$440  

1.中華民國法律 2.判例解釋例  

582.8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三十九 / 司法院

大法官書記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0909 .-- 6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54-50-0 ( 平 裝 ) 

NT$440  

1.中華民國法律 2.判例解釋例  

582.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2020 / 

Sudu Tada 主編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法規委員會

發行, 10909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86-2-6 (平裝) NT$200  

1.教會法規  583.2  

民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281-9 (平裝) 

NT$650  

1.民法  584  

圖解實用民事法律 / 游敏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9-0 (平

裝) NT$420  

1.民法 2.民事法  584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 李太正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56-7 (平裝) NT$500  

1.家事事件法  584.4  

民法與特別法 / 游進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1 .-- 3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25-1 (平裝) 

NT$450  

1.民事特別法  584.7  

刑法精義 / 黃仲夫編著 .-- 修訂三十

三版 .-- 臺北市 : 犁齋社公司, 1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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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2200-8-8 (平裝) NT$800  

1.刑法  585  

死刑的重量 : 重大刑事案件的量刑

辯護與挑戰 / 李宣毅等作 .-- 臺北市 :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臺北律師公

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10910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305-6-0 (平

裝) NT$380  

1.死刑 2.人權 3.刑事案件  585.51  

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輕

新發展 : 類型與體系思維 / 劉明生

作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0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79-6 (平裝) NT$500  

1.醫療糾紛 2.醫療過失 3.醫事法規  

585.79  

刑事訴訟法 /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著  .-- 五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0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88-8 (下冊:平裝) NT$650  

1.刑事訴訟法  586.2  

確定判決及裁定之效力 : 民事程序

法焦點論壇. 第九卷 / 姜世明等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3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4-

0 (平裝) NT$480  

1.訴訟程序 2.民事訴訟法 3.文集  

586.4107  

亡者來訊 沉默的證據 : 自殺?謀殺?

隨法醫的解剖刀來一趟重口味之旅 / 

王朕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0910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24-4 (平裝) NT$380  

1.法醫學 2.法醫師 3.鑑識  586.66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 林洲富著 .-- 

1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282-

6 (平裝) NT$550  

1.強制執行法  586.89  

商事法新教程 / 蔡輝龍等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9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4-

0 (平裝)  

1.商事法  587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 吳庚, 盛子龍

著 .-- 增訂十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7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4-6942-3 (平裝)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基本十講  / 李建良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14-5 (平

裝) NT$550  

1.行政法  588  

兩岸公共設施瑕疵致害之國家賠償

責任論 : 兼評臺灣 2019 年國家賠償

法修正與實務 / 紀博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2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275-8 (平裝) 

NT$380  

1.國家賠償法 2.公共設施  588.14  

軍事 

南宋地方武力 : 地方軍與民間自衛

武力的探討 / 黃寬重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403 面; 

23 公分 .-- (歷史新視界) .-- ISBN 978-

957-19-3226-2 (平裝)  

1.軍事史 2.南宋  590.92052  

孫子智慧 / 姚淦銘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911 .-- 冊 .-- (文化

中國  ; CC063-CC065) .-- ISBN 978-

986-388-132-2 (上冊:平裝) NT$520 .-- 

ISBN 978-986-388-133-9 (中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388-134-6 (下

冊:平裝) NT$56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592.092  

蒙元帝國戰史 / 趙愷, 顧曉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團結出版社, 10910 .-- 

318 面; 23 公分 .-- (帝國征戰系列 ; 

4) .-- ISBN 978-986-98091-9-1 (平裝) 

NT$500  

1.戰史 2.元代  592.9257  

大明帝國戰史 / 趙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團結出版社, 10910 .-- 318 面; 

23 公分 .-- (帝國征戰 ; 5) .-- ISBN 978-

986-99541-1-2 (平裝) NT$500  

1.戰史 2.明代  592.926  

清初帝國戰史 / 顧曉綠, 郭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團結出版社, 10910 .-- 

365 面; 23 公分 .-- (帝國征戰系列 ; 

6) .-- ISBN 978-986-99541-0-5 (平裝) 

NT$500  

1.戰史 2.清代  592.9271  

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空權與

國 防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power 

and national defense 2020 academic 

seminar / 王乾恩等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國防大學, 10910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6-47-5 (平裝) 

NT$320  

1.空防 2.國家安全 3.資料探勘 4.文

集  599.607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歷史學柑仔店 / 歷史學柑仔店作者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4-5-8 (第

2 冊:平裝) NT$500  

1.史學 2.文集  601  

中國史 

史記故事 / 方宏家, 王麗美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547-34-9 (上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7-35-6 (下

冊:精裝)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大明王朝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13-9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三國鼎立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7-8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五代亂世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10-8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太祖建宋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x17 公分 .-- (經典

悅讀) .-- ISBN 978-986-452-311-5 (平

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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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匈奴稱帝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8-5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春秋爭霸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4-7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秦漢帝國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6-1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清定天下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14-6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隋唐英雄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9-2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蒙古鐵騎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12-2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盤古開天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3-0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 戰國七雄 / 洋洋

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經典悅

讀) .-- ISBN 978-986-452-305-4 (平裝) 

NT$250  

1.中國史 2.漫畫  610.9  

這些皇帝很母湯 : 貓奴、染髮、春

藥 成 癮、 木工 高手 、暴虐 屁 孩皇

帝......超狂私生活無極限! / 劉繼興, 

劉秉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0910 .-- 3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552-20-6 (平裝) 

NT$41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白話三國志 / 陳壽著 ; 俞婉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7-

8 (平裝)  

1.三國志 2.注釋  622.301  

這個唐朝太有意思了. 第一卷 / 士承

東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冊 .-- ISBN 978-986-361-913-

0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

914-7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

361-915-4 (全套:平裝)  

1.唐史 2.通俗史話  624.1  

左舜生的中國近代史四講 / 左舜生

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10 .-- 424 面; 21 公分 .-

- (血歷史 ; 171)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2-7 (平裝) NT$520  

1.近代史 2.中國史  627.6  

戰火中國 1937-1952 : 流轉的勝利與

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 / 方

德萬著 ; 何啟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480 面; 21 公分 .-- (歷

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614-9 

(精裝)  

1.中國史 2.民族主義 3.共產主義 4.

中日戰爭  628.5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 朱子家著 .-- 

再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0 .-- 

冊 .-- ISBN 978-986-352-898-2 (上冊:

精裝) NT$380 .-- ISBN 978-986-352-

899-9 (中冊 :精裝 ) NT$380 .-- ISBN 

978-986-352-900-2 ( 下 冊 : 精 裝 ) 

NT$380  

1.汪精衛 2.傳記 3.中華民國史  

628.594  

民國時期研究. 1946-1947 / 闞正宗, 

楊蓮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

7127-85-3 (全套:精裝) NT$20000  

1.民國史  628.6  

內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 / 

楊海英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

創, 10909 .-- 580 面; 23 公分 .-- (內蒙

古文革檔案 ; 9)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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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華探訪錄 / 蕭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依揚想亮人文, 10909 .--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7108-6-2 (平

裝) NT$280  

1.文化大革命 2.訪談  628.75  

中國文化史 

古人比你更會玩  / 黃桑編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398-

9 (第 1 冊:平裝) NT$45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中國  630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 余英時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280

面; 21 公分 .-- (歷史聚焦) .-- ISBN 

978-957-14-6937-9 (平裝)  

1.文化史 2.中國史  630  

中國外交史 

皇明外夷朝貢考校註 / 陳鴻瑜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10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7-

2324-2 (平裝)  

1.中國外交 2.外交史 3.國際貿易 4.

明代  641.2  

明清中琉交往中的中國傳統涉外制

度研究 / 謝必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360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8) .-- ISBN 978-986-

478-398-4 (平裝) NT$520 .-- ISBN 978-

986-478-399-1 (精裝)  

1.中國外交 2.中日關係 3.外交史 4.

日本沖繩縣  643.1  

中國史料 

<<明熹宗實錄>>點校. 7(卅七-四二

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30-0-0 (平裝) NT$600  

1.明熹宗 2.實錄  654.68  

中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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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輿記 / (明)陸應陽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冊 .-- (中國輿

地 叢 書 ) .-- ISBN 978-957-614-335-9 

(全套:平裝) NT$2100  

1.歷史地圖 2.明代  660.9  

廣輿圖 / (元)朱思本著 ; (明)羅洪先

增 ; (明)胡松刊補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432 面; 21 公分 .-- (中

國輿 地叢 書 ) .-- ISBN 978-957-614-

332-8 (平裝) NT$650  

1.歷史地圖 2.明代  660.9  

中國地方志 

揚州畫舫錄 / (清)李艾塘著 .-- 初版 .-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918 面; 21 公

分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

957-614-331-1 (平裝) NT$1400  

1.揚州畫舫錄 2.清代 3.方志  

672.19/411.1  

湖山便覽 / (清)翟灝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冊 .-- (中國輿

地 叢 書 ) .-- ISBN 978-957-614-336-6 

(全套:平裝) NT$1500  

1.旅遊 2.浙江省杭州市  

672.39/101.6  

江西全省輿圖 / (清)沈保楨, (清)劉坤

一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 

10909 .-- 冊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957-614-333-5 (全套:平裝) 

NT$1700  

1.歷史地圖 2.清代 3.江西省  

672.435  

行川必要 / (清)羅笏臣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424 面; 21 公

分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

957-614-328-1 (平裝) NT$600  

1.清代 2.方志  672.71  

蜀中名勝記 / (明)曹學全著 .-- 初版 .-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冊 .-- (中國

輿地叢書) .-- ISBN 978-957-614-334-2 

(全套:平裝) NT$1800  

1.旅遊 2.四川省  672.76  

蜀輶日記 / (清)陶澍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學海, 10909 .-- 302 面; 21 公分 .-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957-

614-329-8 (平裝) NT$4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四川省  672.78  

金門人文史集 / 林金榮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 21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8-67-9 (平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4  

中國地理類志 

蜀水考 / (清)陳登龍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學海,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957-

614-330-4 (平裝) NT$450  

1.蜀水考  682  

長江圖說 / (清)馬徵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210 面; 23X23

公分 .-- (中國輿地叢書) .-- ISBN 978-

957-614-327-4 (平裝) NT$600  

1.長江圖說  682.81  

中國遊記 

菲菲的一日 : 印象江南 / 張燕風文 ; 

蔣軍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張燕風, 

10911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56-2 (平裝)  

1.遊記 2.繪本 3.中國  690  

世界史地 

絲路 : 西出陽關無故人,徒留雪滿天

山路 / 徐兆壽, 金西源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0-5 (平

裝) NT$320  

1.世界史 2.東西方關係 3.絲路  711  

一個人的狂野 : 荒野單車筆記 / 彭時

傑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11-3 (平裝) NT$320  

1.腳踏車旅行 2.世界地理  719  

你所說的流浪,就是我的歸途 : 從一

人獨旅到三人旅居的愛情旅遊故事 / 

楊迷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View ; 

88) .-- ISBN 978-957-13-8401-6 (平裝) 

NT$380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走讀世界!一個旅人的文學朝聖 / 理

查.克萊特納(Richard Kreitner)作 ; 賴

怡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086-6-5 (精裝) NT$45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遺憾之前,用力去愛 : 橫跨歐亞的單

車慢旅,找回生活的意義 / Yuily 遊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14-2 (平裝)  

1.腳踏車旅行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日本聖地之旅 : 跟著達人玩不一樣

的日本 / 廖小嬋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樂果文化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行, 

10910 .-- 368 面; 23 公分 .-- (樂生活 ; 

48) .-- ISBN 978-957-9036-31-3 (平裝) 

NT$360  

1.遊記 2.日本  731.9  

無謀旅行 : 一個人在日本浮浪的日

子 / 米果著 ; 康普特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30-0 (平裝) NT$350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情旅土耳其 : 從一抹鵝黃到一片靛

藍,那些你未曾知曉的美與愁 / 萊拉

(Leyla)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探索

紀行 ; 38) .-- ISBN 978-986-248-920-8 

(平裝) NT$380  

1.旅遊文學 2.土耳其  735.19  

行 . 入 喜 馬 拉 雅 山  / 

TAMANG,TENZIN TULKU, 仁欽秋吉.

愛麗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11 .-- 204 面; 21 公分 .-- (生活旅

遊 ; 20) .-- ISBN 978-957-9267-78-6 (平

裝) NT$380  

1.遊記 2.尼泊爾 3.喜馬拉雅山脈  

737.49  

東南亞史論集 / 陳鴻瑜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9 .-- 冊 .-- 

ISBN 978-957-17-2319-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7-2320-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57-17-2321-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7-2322-8 

(全套:平裝)  

1.歷史 2.東南亞  738.01  

臺灣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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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

(1930-1960) / 陳慧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天, 10909 .-- 335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38-941-2 (精裝)  

1.臺灣史 2.殖民政策 3.臺灣原住民

族 4.漢族  733.2  

年記. 1960 / 歐銀釧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2-2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1 / 王淑芬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3-9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2 / 楊翠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4-6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3 / 陳輝龍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5-3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4 / 馮翊綱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6-0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5 / 李進文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7-7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6 / 顏忠政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8-4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7 / 張萬康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9-1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8 / 顏艾琳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0-7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69 / 郝譽翔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2-1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0 / 李鼎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3-8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1 / 洪凌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4-5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2 / 張哲生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5-2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3 / 徐國能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6-9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4 / 凌性傑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7-6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年記. 1975 / 李長青文 ; 報時光圖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201-0 (平

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島史的求索 / 曹永和等作 ; 張隆志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910 .-- 424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論叢 . 史學篇 ) .-- 

ISBN 978-986-350-421-4 ( 平 裝 ) 

NT$600  

1.臺灣史 2.近代史 3.文集  733.2107  

行旅致知 : 李仙得、達飛聲等西方

人建構的臺灣知識(1860-1905) / 林紋

沛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南 天 , 

10909 .-- 18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38-940-5 (精裝)  

1.臺灣史 2.清領時期  733.27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  / 

鳳氣至純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

天, 10909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38-942-9 (精裝)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殖民地 4.文

集  733.2807  

霧社事件 : 台灣歷史和文化讀本 / 白

睿文(Michael Berry)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48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15) .-- ISBN 978-

986-344-838-9 (平裝) NT$550  

1.霧社事件 2.歷史 3.文化研究 4.文

集  733.2857  

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附冊) / 蔣

朝根編著 .-- 臺北市 : 蔣渭水文化基

金會, 10910 .-- 12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5562-6-2 (平裝) NT$300  

1.臺灣民眾黨 2.史料  733.2865  

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復刻) / 蔣

朝根編著 .-- 臺北市 : 蔣渭水文化基

金會, 10910 .-- 16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5562-5-5 (平裝) NT$300  

1.臺灣民眾黨 2.史料  733.2865  

陳澄波全集. 第十四卷, 二二八文獻 

=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4, 

228 incident data / 蕭瓊瑞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 ; 嘉義市 :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 臺北市 : 中研院

臺史所發行, 10911 .-- 25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82-259-3 (精裝) 

NT$1000  

1.二二八事件 2.歷史檔案  733.2913  

無論如何總得找條活路才行的 : 臺

灣人權暗黑旅誌 / 張維修等撰文 ; 國

家人權博物館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09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149-9 (平

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臺灣  733.4  

歲月的刻痕 = Traces of years / 廖一久

等作 ; 阮義忠主編 .-- 初版 .-- 宜蘭市 : 

宜縣宜蘭市公所, 10910 .-- 208 面; 28

公分 .-- (阮義忠台灣故事館. 影像文

化資 產叢 刊  ; 3) .-- ISBN 978-986-

5418-27-4 (精裝)  

1.人文地理 2.攝影集 3.臺灣  733.4  

掛號. 3 / 陳德娜, 洪若瑜, 陳冠帆撰

文 ; 陳慕天,邵璦婷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0 .-- 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59-23-9 (平裝)  

1.臺灣新文化運動 2.臺灣史 3.遊戲  

7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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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臺區域社會研究 / 汪毅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309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2) .-- 

ISBN 978-986-478-396-0 ( 平 裝 ) 

NT$460 .-- ISBN 978-986-478-397-7 (精

裝)  

1.文化史 2.福建省 3.臺灣  733.409  

秘境獵人 : 徐愷帶你發現台灣隱藏

版美景 / 徐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0 .-- 1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4-103-2 (平裝)  

1.臺灣遊記 2.旅遊文學  733.69  

北投,從前從前 / 粘忘凡作 ; 孫心瑜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0 .-- 45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24-6 (精裝) NT$350  

1.歷史 2.臺北市北投區  

733.9/101.9/115.2  

畫說泰山巖 : 下廟篇 / 張仁甫, 吳望

如撰稿編輯 ; 丁玠勻等繪圖 .-- 1 版 .-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泰 山 區 公 所 , 

10909 .-- 64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13-75-0 (精裝) NT$15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新北市泰山區  

733.9/103.9/133.4  

2020 人與土地的對話 : 頭城的地理

采風 = Dialogue between man and land : 

Toucheng's geography / 張政亮等作 .-- 

初版 .-- 宜蘭縣頭城鎮 : 宜縣頭城鎮

公所, 10910 .-- 3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8-30-4 (精裝)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宜蘭縣頭城鎮  

733.9/107.9/117.4  

流與變 : 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I : 上游

─ 溯 源 , 探 尋 水 文 的 歷 史 記 憶  = 

Running with adaptation through water 

and heritage in Laojie river / 鄭文燦編

著 .-- 第一版 .-- 桃園市 : 桃市水務局, 

109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11-90-9 (平裝)  

1.人文地理 2.桃園市 3.老街溪  

733.9/109.4  

上林村史 : 關西上橫坑和坪林的歷

史與鄉情 / 曾宏煇, 葉劉良玉主編 .-- 

第一版 .-- 新竹縣關西鎮 : 新竹縣上

林社區發展協會 , 10910 .-- 19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610-0-

4 (平裝) NT$2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新竹縣關西鎮  

733.9/111.9/123.2  

迴遊 : 老<<店.廠.司>> : 看見奮鬥在

豐原.努力在傳承 / 陳理厚, 陳稔惠編

輯 .-- 臺中市 : 腳踏實地文史工作室, 

10909 .-- 10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9549-0-7 (平裝)  

1.產業發展 2.人文地理 3.臺中市豐

原區  733.9/117.9/101.5  

紙好不老 : 講咱籐寮仔的故事 / 林書

筠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縣中埔鄉 : 

嘉縣中埔鄉公所,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4-45-9 (平裝)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嘉義縣中埔鄉  

733.9/125.9/107.2  

嘉義,旅行與速寫 : 畫家帶路,找一片

留在心底的風景  / 吳靜雯, 梁紹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Taiwan creations ; 

4) .-- ISBN 978-986-336-406-1 (平裝) 

NT$360  

1.旅遊 2.嘉義市  733.9/126.69  

*橫山藝術祭. 2020. I : 來趣橫山.做客

護照 / 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

德科大, 10909 .-- 1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134-8-8 ( 平 裝 ) 

NT$250  

1.藝文活動 2.手冊 3.高雄市燕巢區  

733.9/133.4  

台東食 / 水越設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192 面; 23 公

分 .-- (生活文化 ; 69) .-- ISBN 978-957-

13-8409-2 (平裝) NT$500  

1.旅遊 2.飲食 3.臺東縣  733.9/139.6  

認識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 = 利吉

泥岩惡地ジオパークを知る / 劉瑩

三編著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學, 10910 .-- 56 面; 21 公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86-98991-5-4 

(平裝)  

1.天然公園 2.地景保育 3.生態旅遊 

4.臺東縣卑南鄉  733.9/139.9/111.64  

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 第 19 屆 = The 

19th conference on Penghu research / 張

美惠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縣文化局, 10910 .-- 240 面; 30

公 分  .-- ( 澎 湖 縣 文 化 資 產 叢 書  ; 

304) .-- ISBN 978-986-5427-35-1 (平裝) 

NT$200  

1.區域研究 2.文集 3.澎湖縣  

733.9/141.07  

歐洲史地 

征服的時代 : 從亞歷山大到哈德良

的希臘世界  / 安傑羅 .查尼歐提斯

(Angelos Chaniotis)著 ; 黃楷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544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歷史學堂 ; 

MU0040) .-- ISBN 978-986-5509-47-7 

(平裝) NT$680  

1.古希臘 2.希臘史  740.212  

英國上流社會 : 從維多利亞到愛德

華時期,一窺黃金年代裡的莊園生活、

管家服務、宴客儀式  / 莎拉 .華威

(Sarah Warwick)作 ; 高霈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18-9 (平

裝) NT$420  

1.英國史 2.生活史 3.通俗作品  

741.25  

不思議德國人 / 琵雅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4-17-2 (平裝) 

NT$340  

1.社會生活 2.文化 3.德國  743.3  

瑞士 : 精密力與踏實力 / 吳立萍作 ; 

高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10910 .-- 48 面; 26 公分 .-- (小國大

業系列 ; 7) .-- ISBN 978-986-99577-0-0 

(精裝) NT$250  

1.人文地理 2.社會生活 3.通俗作品 

4.瑞士  744.885  

美洲史地 

美國史 / 陳靜瑜著 .-- 增訂二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0 .-- 60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4-6954-6 (平裝)  

1.美國史  752.1  

哈哇意亡國史 : ALOHA 哀歌 / 周明

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05-2 (平裝) NT$200  

1.歷史 2.美國夏威夷  752.791  

非洲史地 

燃燒的衣索比亞 / 藍色隧道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180-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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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遊 2.衣索匹亞  762.89  

傳記 

你知道我的感覺很好 / 梁濃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36-5 (平

裝) NT$320  

1.世界傳記 2.通俗作品  781  

冒險的上帝 : 20 世紀 12 位偉大神學

家與宗教哲學家之巡禮 / 亨利.莫杜

(Henry Mottu)原著 ; 朱雅芬譯述 .-- 臺

南市 : 南神, 10910 .-- 2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764-4-5 ( 平 裝 ) 

NT$300  

1.世界傳記 2.神學 3.宗教哲學  781  

聽見花開的聲音 : 24 朵印尼芳華的

生命寫真 / 杜昭瑩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45) .-- ISBN 

978-986-387-365-5 (平裝) NT$350  

1.世界傳記 2.女性 3.訪談  781  

霍金傳 : 一段友誼和物理學回憶錄 / 

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 

蔡坤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0910 .-- 336 面; 21 公分 .-- (from ; 

134) .-- ISBN 978-986-5549-13-8 (平裝) 

NT$420  

1.霍金(Hawking, Stephen, 1942-2018) 

2.傳記 3.物理學  781.08  

厭世國文教室 : 古文青生涯檔案 / 厭

世國文老師著 ; J.HO(胖古人)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4) .-- ISBN 978-

986-137-305-8 (平裝) NT$360  

1.傳記 2.通俗作品 3.中國  782.1  

浯島常民小傳 / 寒玉著 .-- 初版 .-- 金

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

66-2 (精裝) NT$400  

1.人物志 2.傳記 3.福建省金門縣  

782.631/205  

許慎及其說文解字 / 吳宏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79-4 (平

裝) NT$450  

1.(漢)許慎 2.說文解字 3.傳記 4.研究

考訂  782.822  

*常州蘇軾 / 李常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城鄉風貌工作室, 10909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35-3-

2 (平裝) NT$1000  

1.(宋)蘇軾 2.傳記  782.8516  

澗于日記 / (清)張佩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10 .-- 冊 .-- (中

國 史 學 叢 書 ) .-- ISBN 978-957-15-

1838-1 (全套:精裝) NT$4000  

1.(清)張佩綸 2.傳記  782.878  

湘綺樓日記 / (清)王闓運著 .-- 再版 .-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10 .-- 冊 .-- 

ISBN 978-957-15-1837-4 (全套:精裝) 

NT$2000  

1.(清)王闓運 2.傳記  782.882  

也許你該看看張愛玲 : 看她內心強

大,看她文字蒼涼,看她對愛執著 / 蔡

詩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09 .-- 368 面; 23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179) .-- ISBN 978-986-99530-1-6 

(平裝) NT$380  

1.張愛玲 2.傳記  782.886  

火鳳凰 / 袁家倫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02-1 ( 平 裝 ) 

NT$320  

1.袁家倫 2.傳記  782.887  

曾經以為我們最幸福 : 脫中記者的

前半生中國回憶錄 / 矢板明夫, 石平

著 ; 鄭天恩譯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28-9 (平

裝) NT$320  

1.矢板明夫 2.石平 3.回憶錄  783.11  

泡麵發明家 : 安藤百福 / 水野光博編

撰 ; 田中顯漫畫 ; 游韻馨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大人物養成漫畫 ; 2) .-- 

ISBN 978-957-32-8872-5 ( 平 裝 ) 

NT$280  

1.安藤百福 2.傳記 3.日本  783.18  

文藝雅集. 2020 : 當作家變成阿公阿

嬤 -祖孫情照片特刊  / 文訊雜誌社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訊雜誌社, 

109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102-47-9 (平裝) NT$150  

1.作家 2.傳記 3.照片集  783.31  

計程人生 : 23 段用愛跳表的旅程 / 李

瓊淑, 詹云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25-3 (平裝) 

NT$360  

1.計程車業 2.臺灣傳記  783.32  

幸福百分百 : 宜蘭縣百歲人瑞專輯. 

109 年 / 游芳男等採訪撰稿 ; 戴永華

主編 .-- 宜蘭市 : 宜縣府, 10909 .-- 1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5-

0 (平裝)  

1.臺灣傳記 2.宜蘭縣  783.36/107  

弘一大師德學仰止 : 口述歷史緬懷

陳慧劍居士 / 釋一淨等口述 ; 李驊梅

採訪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一大

師紀念學會, 10909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08-0-0 (精裝)  

1.陳慧劍 2.臺灣傳記 3.口述歷史  

783.3886  

生命饗宴 : 三十年,十種產業,屢敗屢

戰的波瀾人生 / 王志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王志強,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94-7 (平裝)  

1.王志強 2.自傳  783.3886  

*老輪機長 : 奮鬥快樂歡笑的回憶 / 

陳沼銘作 .-- 初版 .-- [彰化縣和美鎮] : 

宏圓印刷設計, 10909 .-- 1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7866-4-6 (平裝)  

1.陳沼銘 2.海員 3.臺灣傳記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6)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6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9 .-- 

381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45) .-- 

ISBN 978-986-99448-3-0 ( 平 裝 )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7)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7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0909 .-- 

404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46) .-- 

ISBN 978-986-99448-4-7 ( 平 裝 )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金融鬥士 : 黃天麟與台灣金融業的

五十年 / 黃天麟口述 ; 傅瑋瓊採訪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

院, 10911 .-- 250 面; 21 公分 .-- (金融

推廣系列 ; 51) .-- ISBN 978-986-399-

196-0 (平裝)  

1.黃天麟 2.臺灣傳記 3.金融業  

783.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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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藝文人生 : 自然無限 剎那與

永恆 / 楊秋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910 .-- 193 面; 21 公分 .-- (興

大學術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

99014-4-4 (平裝) NT$380  

1.楊秋忠 2.臺灣傳記  783.3886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 : 臺灣蘇聯、

中東歐研究泰斗 / 杜子信等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

編輯委員會, 10908 .-- 14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505-0-3 (平裝)  

1.洪茂雄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怒海沉舟 : 太平輪海難歷險及尋恩

記 / 喬尚明, 江濤著 .-- 臺北市 : 獵海

人, 10911 .-- 3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23-1-6 (平裝) NT$500  

1.喬鍾洲 2.臺灣傳記 3.海難  

783.3886  

珍愛台灣 : 一生幸福的日本阿嬤 / 謝

惠美口述 ; 陳惠卿文字編輯 .-- 臺北

市 : 謝秀生, 10909 .-- 9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63-3 (平裝)  

1.謝惠美 2.自傳  783.3886  

徐南麗的斜槓樂齡人生 / 徐南麗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悅讀健康 ; 161) .-- 

ISBN 978-986-99456-3-9 ( 平 裝 ) 

NT$350  

1.徐南麗 2.臺灣傳記  783.3886  

教育情緣 : 回首七十人生教育路 / 吳

清基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知識

庫, 10910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7868-08-4 (平裝 ) NT$400 .-- 

ISBN 978-986-7868-09-1 ( 精 裝 ) 

NT$500  

1.吳清基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副總統未遂 : 發言人于美人深度訪

談 / 許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26-0 ( 平 裝 ) 

NT$380  

1.于美人 2.臺灣政治 3.臺灣傳記 4.

訪談  783.3886  

鄉下人回憶實錄  / 吳基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3-

6 (平裝) NT$300  

1.吳基福 2.企業家 3.回憶錄 4.臺灣  

783.3886  

雄風飛彈之父-韓光渭博士紀念文集 

/ 王虎等撰稿 ; 宋德嫻主編 .-- [桃園

市 ] : 中 科 院 系 發 中 心 雄 風 計 畫 , 

10909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6-48-2 (平裝)  

1.韓光渭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落花繽紛 / 石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4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09-0 ( 平 裝 ) 

NT$600  

1.石銳 2.回憶錄  783.3886  

漫長的告別 : 記登輝先生,以及其他 / 

李靜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8836-4-1 (平裝) NT$350  

1.李靜宜 2.回憶錄  783.3886  

端思美憶 : 南投媳婦傳記 / 林端美

著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出版 : 投

縣府發行, 10909 .-- 263 面; 21 公分 .-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0)(南投縣

文學家作品集. 第 26 輯 ; 110) .-- ISBN 

978-986-5422-42-4 (精裝) NT$250  

1.林端美 2.臺灣傳記  783.3886  

龍星國際集團創業史 / 葉照雄編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普 林 特 印 刷 , 

10909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283-2-1 (精裝) NT$1600  

1.葉照雄 2.龍星國際集團 3.企業經

營 4.臺灣傳記  783.3886  

鐘水獺校長回憶錄 = Memoir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Mr. Chung, 

Shui-Ta / 鐘水獺原著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大興文教基金會, 10911 .-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565-0-5 (平裝) NT$500  

1.鐘水獺 2.校長 3.回憶錄  783.3886  

不流血抗爭 : 公民不服從的先驅,印

度人權鬥士甘地  / 艾仲廷, 王志豔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98-0 ( 平 裝 ) 

NT$300  

1.甘地(Gandhi, Mahatma, 1869-1948) 

2.傳記  783.718  

唐寧街的背影 : 二戰後光榮敗選的

熱血首相邱吉爾  / 林真如, 王志豔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494-2 ( 平 裝 ) 

NT$340  

1.邱吉爾(Churchill, Winston, 1874-

1965) 2.傳記  784.18  

我的奮鬥. 1, 父親的葬禮 / 卡爾.奧韋.

諾斯加德(Karl Ove Knausgård)著 ; 林

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486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47) .-- ISBN 

978-986-359-836-7 (平裝) NT$450  

1.諾斯加德(Knausgård, Karl Ove) 2.作

家 3.自傳 4.挪威  784.748  

GE 奇異的誕生 : 從發明燈泡到製造

火箭 / 潘于真,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489-8 (平裝) NT$320  

1.愛迪生(Edison, Thomas A., 1847-

1931) 2.傳記  785.28  

沒有裂縫,就不會透亮光 : 侷限就是

燦爛人生的原動力 / 妮狄.奧考拉夫

(Nnedi Okorafor)作 ; 林步昇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264

面; 18 公分 .-- (新視野 ; 46) .-- ISBN 

978-986-398-609-6 (平裝) NT$280  

1.奧考拉夫(Okorafor, Nnedi) 2.自傳  

785.28  

登月先鋒 : 尼爾.阿姆斯壯的一生 / 詹

姆士.漢森(James R. Hansen)作 ; 林曉

欽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啟 明 , 

10912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74-7-3 (平裝) NT$480  

1.阿姆斯壯(Armstrong, Neil, 1930-

2012) 2.太空人 3.傳記 4.美國  

785.28  

*超級跑者 : 最後的也能跑第一 / 狄

克.朝姆, 麥克.賽立茲克著 ; 蕭恬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0 .-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393-95-0 (平裝) NT$400  

1.朝姆(Traum, Dick, 1940-) 2.傳記 3.

身心障礙者 4.馬拉松賽跑 5.美國  

785.28  

漫威宇宙 : 史丹李與他的超級英雄 / 

里爾.萊博維茨(Liel Leibovitz)著 ; 傅

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06-2 (平裝) NT$350  

1.李史丹(Lee, Stan, 1922-2018.) 2.漫

畫家 3.傳記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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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協源家譜 / 丁玉熙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丁俊民, 10909 .-- 11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67-8 (平裝) 

NT$300  

1.丁氏 2.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金玉藝采 : 漢寶德談文物 / 漢寶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藝術札

記 ; 29) .-- ISBN 978-957-9057-72-1 (平

裝) NT$350  

1.文物研究 2.中國  790.3  

歲月意象 : 漢寶德續談文物 / 漢寶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藝術札

記 ; 30) .-- ISBN 978-957-9057-73-8 (平

裝) NT$350  

1.文物研究 2.中國  790.3  

李 修 玲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 of 李修玲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439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10) .-- ISBN 978-986-95146-8-

2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林 天 章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 of 林天章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431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11) .-- ISBN 978-986-95146-9-

9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林 信 志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o of 林信志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256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9) .-- ISBN 978-986-95146-7-5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范 梓 芳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 of 范梓芳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306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7) .-- ISBN 978-986-95146-6-8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趙 靜 嫺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o of 趙靜嫺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399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12) .-- ISBN 978-986-99605-0-

2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鄭 健 華 收 藏 專 輯  : 玉 石 合 韻  = 

Collection albumo of 鄭健華 :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 / 林雲騰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

會, 10909 .-- 359 面; 30 公分 .-- (中華

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會員研究收

藏叢書 ; 13) .-- ISBN 978-986-99605-1-

9 (精裝附光碟片)  

1.古器物 2.蒐藏品 3.圖錄  791.3  

磨石錄 / 李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24-8 (精裝)  

1.墓志銘 2.唐代 3.中國  794.66  

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證 / 呂振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學海, 10909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14-326-

7 (平裝) NT$700  

1.石經 2.研究考訂  794.67  

叁楓軒藏瓷 : 元代瓷器圖錄 / 彭立宏

作 .-- 初版 .-- 新竹縣關西鎮 : 財團法

人鹿江教育基金會, 10909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34-0-5 (平

裝) NT$1980  

1.古陶瓷 2.瓷器 3.元代 4.圖錄  

796.6025  

士拿乎 : 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 = 

Snuff : 18th-19th century : the trend of 

snuff bottles from the Qing Court / 侯怡

利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故宮 , 

10909 .-- 3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38-3 (平裝)  

1.古器物 2.壺  796.9  

神異感通.化利有情 : 敦煌高僧傳讚

文獻研究 / 楊明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發行 , 

10909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544-0-2 (平裝) NT$380  

1.敦煌文學 2.宗教文學 3.佛教傳記 

4.文集  797.9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翻譯科技發展與應用  = Translation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 史宗玲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書林,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譯學叢書 ; 6) .-- ISBN 978-957-445-

896-7 (平裝) NT$350  

1.自動翻譯  801.47  

來臺留學生之華語文預備課程設計

與實施 / 舒兆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7-1 ( 平 裝 ) 

NT$400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3.教材編制 

4.留學生  802.03  

解讀新聞字詞 : 新聞媒體常用語詞

調查(105-107 年) / 吳鑑城, 林韋均, 林

慶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

研究院, 10910 .-- 冊 .-- ISBN 978-986-

5461-01-0 (上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61-02-7 (中冊 :平裝 ) .-- ISBN 

978-986-5461-03-4 (下冊:平裝)  

1.漢語 2.新聞 3.詞彙  802.18  

看三國,學成語 / 李光福編著 ; 王平, 

馮艷繪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168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文

堡 ; BLC329R) .-- ISBN 978-986-5513-

91-7 (平裝) NT$290  

1.漢語 2.成語  802.183  

漢字從頭說起 / 吳宏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78-7 (平裝) 

NT$350  

1.漢字 2.歷史  802.209  

彩色新編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

編輯群編著 .-- 修訂三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1216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429-577-7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  

我的第一本廣東話單字 / 何美玲編

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4-

07-2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粵語 2.詞彙  802.5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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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客家漢文多媒體有聲書古文觀

止 / 蔡貿昇編 .-- 初版 .-- 新竹縣芎林

鄉 :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10909 .-

- 7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7385-4-5 ( 精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1800  

1.客語 2.讀本  802.52388  

漢語語法教程 / 林玉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950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

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6) .-- ISBN 

978-986-478-388-5 (平裝) NT$1360 .-- 

ISBN 978-986-478-389-2 (精裝)  

1.漢語語法  802.6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 徐弘縉編

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10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31-9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黑特國文課本研究院 : 20 篇有問題

的古文帶你洞悉江湖、人性和寫作

策略 / 張玲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19-4 (平裝)  

1.文言文 2.讀本  802.82  

中古漢語語詞例釋 / 王雲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396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10) .-- 

ISBN 978-986-478-402-8 ( 平 裝 ) 

NT$800 .-- ISBN 978-986-478-403-5 (精

裝)  

1.漢語 2.詞彙  802.86  

孫文成滿文奏摺 / 莊吉發譯注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9 .-- 冊 .-- 

(滿語叢刊 ; 39) .-- ISBN 978-986-314-

526-4 (全套:平裝) NT$1120  

1.滿語 2.讀本  802.918  

要訣西藏語文語文典 / 山口瑞鳳著 ; 

許明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佛哲書

舍, 10909 .-- 4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86-0-8 (平裝) NT$1380  

1.藏語 2.語法  802.936  

日本人天天用的生活單字 2000!動詞

變化+情境會話+插圖,延伸 3 倍記憶! 

/ 西村惠子, 山田玲奈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即學即用 ; 12) .-- ISBN 978-

986-246-592-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0  

1.日語 2.詞彙  803.12  

善用零碎 5 分鐘輕鬆學生活日語

3000 單字 / 詹鎧欣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希望星球語言,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45-67-7 (平

裝) NT$350  

1.日語 2.詞彙  803.12  

日文結構的秘密 : 跨越初級障礙 = 日

本語の內的構造に迫る野心的な試

み / 明智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明

智工作室, 10910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88479-2-7 ( 平 裝 ) 

NT$380  

1.日語 2.語法  803.16  

圖表式日語助詞 / 李宜蓉著 .-- 修訂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955-

3 (平裝)  

1.日語 2.助詞  803.167  

九宮格日語學習法 / 吳乃慧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語言學習 ; 13) .-- ISBN 

978-986-5529-69-7 (平裝) NT$38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日語好好學. 入門篇 / 黃英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9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6-8 (平

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日語好好學. 初級篇 / 黃英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7-5 (上

冊: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我的第一本日語學習書 / 田中紀子, 

杉本愛子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

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日語

通 ; 1) .-- ISBN 978-986-5544-08-9 (平

裝附光碟片) NT$349  

1.日語 2.讀本  803.18  

初學者最易上手的日語學習課 / 張

永平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希望星球

語言,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45-66-0 (平裝) NT$320  

1.日語 2.讀本  803.18  

*就是要學日本語 : 初級 / 淡江大學

日文系編撰團隊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瑞蘭國際, 10909 .-- 192 面; 26 公

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53) .-- ISBN 

978-957-9138-99-4 ( 上 冊 : 平 裝 ) 

NT$380  

1.日語 2.讀本  803.18  

進階外語. 日語篇 / 于乃明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55) .-- 

ISBN 978-986-5560-01-0 ( 平 裝 ) 

NT$380  

1.日語 2.讀本  803.18  

臨時急用!你一定會用到的菜日文 . 

基礎實用篇 / 雅典日研所企編 .-- 一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910 .-- 296

面; 15 公分 .-- (全民學日語 ; 59) .-- 

ISBN 978-986-99431-0-9 (平裝附光碟

片) NT$280  

1.日語 2.會話  803.188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 6 回全真模擬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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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512 面; 26 公分 .-- (全攻

略 ; 11) .-- ISBN 978-986-246-591-2 (平

裝附光碟片) NT$520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連韓國人都驚呆的韓文單字心智地

圖 / 李松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

富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154-8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韓語 2.詞彙  803.22  

古早咱ㄟ頂寮 : 民俗 人文 唸七字 / 

白天賜, 林錫植, 鐘金水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

會, 109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846-6-3 (平裝) NT$200  

1.臺語 2.臺中市梧棲區  803.3  

現 代 台 語 辭 典  = The dictionary of 

current Taiwanese / 吳國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現代臺語文研究社, 

10910 .-- 1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15-2 (精裝) NT$1200  

1.臺語 2.詞典  803.33  

臺語生活話. 第一冊 : 歡喜過好節 = 

Taiwanese life conversation. volume I, 

jubilant festivals / 林麗黛, 許忠和文 ; 

陳維霖圖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1-83-1 (精裝)  

1.臺語 2.讀本 3.繪本  803.38  

臺語生活話. 第二冊 : 食飯皇帝大 = 

Taiwanese life conversation. volume II, 

eating comes before the Emperor / 林麗

黛, 許忠和文 ; 張振松圖 .-- 桃園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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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文化局,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11-84-8 (精裝)  

1.臺語 2.讀本 3.繪本  803.38  

臺語生活話. 第三冊 : 鬥句真趣味 = 

Taiwanese life conversation. volume III, 

fun in rhyming proverbs / 林麗黛, 許忠

和文 ; 施政廷圖 .-- 桃園市 : 桃市文

化局,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85-5 (精裝)  

1.臺語 2.讀本 3.繪本  803.38  

臺語生活話. 第五冊 : 孽譎仔話講笑

詼  = Taiwanese life conversation. 

volume V, wisecracking and joking / 林

麗黛, 許忠和文 ; 施政廷圖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11-87-9 (精裝)  

1.臺語 2.讀本 3.繪本  803.38  

臺語生活話. 第四冊 : 十二生相來唸

歌  = Taiwanese life conversation. 

volume IV, jingle of the twelve Chinese 

zodiac animals / 林麗黛, 許忠和文 ; 蔡

靜江圖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1-86-2 (精裝)  

1.臺語 2.讀本 3.繪本  803.38  

越南語. A1 = Tiếng Việt. A1 / 陳氏蘭

(Trần Thị Lan)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0909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138-9-1 ( 平 裝 ) 

NT$400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進階外語. 越南語篇 / 陳凰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10 .-- 25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86) .-- 

ISBN 978-986-5560-02-7 ( 平 裝 ) 

NT$420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每 日 義 詞  : 隨 手 讀 B1 / 方 錫 華

(Francesco Nati)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上林文化, 10909 .-- 515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86-96883-8-3 ( 平 裝 ) 

NT$390  

1.義大利語 2.語法  804.665  

輕鬆開口說西文. 2 = ¡Hola Español! II 

/ 金賢真, 胡惠雲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林文化, 10909 .-- 32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6883-9-0 (平裝) 

NT$69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自學西班牙語會話 看完這本就能說 

/ Maya Heo 著 ; Tina 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語研學院,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84-8-7 (平裝) 

NT$399  

1.西班牙語 2.會話  804.788  

Let's see grammar :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1 = Let's see grammar : 

intermediate 1 / Alex Rath 著 ; 羅竹君, 

丁宥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909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2-8 (16K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Let's see grammar :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2 = Let's see grammar : 

intermediate 2 / Alex Rath 著 ; 羅竹君, 

丁宥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909 .-- 2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3-5 (16K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只要 10 小時,完全搞懂英語介系詞 : 

免背免猜,一本讓你讀得下去,不僅知

道怎麼用,更知道為什麼這樣用的介

系詞寶典 / 稻田一著 ; 林佳翰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20-8 (平裝) 

NT$300  

1.英語 2.介詞  805.1664  

情境日記學英文寫作 : 親子的第一

本英文日記寶典 / 英文研究團隊著 ; 

周琡萍, 吳佳芬譯 ; 李怡賢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0911 .-- 

223 面; 23 公分 .-- (英語館 ; 4) .-- ISBN 

978-986-99556-1-4 (平裝)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4  

可以馬上學會的 超強英語閱讀課 / 

蘇盈盈, 珊朵拉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

企業,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英

語系列 ; 66) .-- ISBN 978-986-99161-5-

8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語自學王 : 史上最強英語自學指

南 / 鄭錫懋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語言

學習 ; 14) .-- ISBN 978-986-5529-75-8 

(平裝)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 語 閱 讀 技 巧 素 養 攻 略  / Owain 

Mckimm 等作 ;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5-9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馬上可以聽懂的超強英語聽力課  / 

蘇盈盈, 卡拉卡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

企業, 10909 .-- 272 面; 21 公分 .-- (英

語系列 ; 65) .-- ISBN 978-986-99161-4-

1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1.英語 2.讀本  805.18  

*破解英文 DNA. 指考閱讀篇(110 年

版) / Ryan H. Chuang 作 .-- 臺中市 : 譯

術館, 10909 .-- 2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1709-3-3 (平裝) NT$460  

1.英語 2.讀本  805.18  

童遊英文趣 : 親子共學週計畫,每週

都有新發現 / 郭欣伊著 ; 米蟲女孩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0911 .-- 25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550-0-3 (平裝) NT$420  

1.英語 2.讀本 3.親子  805.18  

華語教學英語 / 柳玉芬, Lucas Allen

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80-2 (平裝) NT$300  

1.英語 2.職場 3.讀本 4.漢語教學  

805.18  

愛上 10 堂美容美體英文課 / Brian 

Foden, 謝佩芩著 ; 劉嘉珮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9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4-2 (平

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美容 3.讀本  805.18  

會游、會騎、會跑,但你會英文嗎? = 

Your ultimate English learning guide / 潘

勇俊作 .-- 初版 .-- 台北市 : 沃傑文化, 

10909 .-- 8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99568-0-2 (平裝) NT$199  

1.英語 2.三項運動 3.讀本  805.18  

新聞英語必備指南 : 關鍵字 / 金利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910 .-- 31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

993-3 (平裝) NT$42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A day at school :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and primary schools .-- 二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

小學籌備處, 10910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81-7 (平裝)  

1.英語 2.會話  805.188  

一問一答說英文!雙向互動式英語對

話書 / MIS 編輯部作 ; 王惠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親子學研文化, 1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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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

98109-6-8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誰都學得會的旅遊英語 / 本間岐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 

10910 .-- 160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

習 ; 90) .-- ISBN 978-986-5560-00-3 (平

裝) NT$45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 II 冊 / 陳文隆, 

蘇芳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

文化, 10910 .-- 93 面; 28 公分 .-- 技術

型 高 中 餐 旅 群  .-- ISBN 978-986-

99185-7-2 (平裝)  

1.英語 2.餐旅業 3.會話  805.188  

Cloze Test & Discourse Structure 大考

三題型 : 克漏字&文意選填&篇章結

構 / 簡薰育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112 面; 26 公分 .-- (英

語 Make Me High 系列) .-- ISBN 978-

957-14-6958-4 (平裝)  

1.英語 2.問題集  805.189  

Cloze test : 克漏字與文意選填 / 劉美

皇編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88 面; 26 公分 .-- (英語 Make 

Me High 系列) .-- ISBN 978-957-14-

6971-3 (平裝)  

1.英語 2.問題集  805.189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 中級閱讀測驗

2021 新題型 = Reading tests / 陳明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0910 .-- 308 面; 23 公分 .-- (全民英檢

系列 ; GT009) .-- ISBN 978-986-98577-

7-2 (平裝) NT$3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超簡單「抓捕法」讓你攻克英文閱

讀 : 20 回克漏字+30 回閱讀測驗+超

簡單解題技巧 / Michael Ya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393-3-1 (平裝)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TOEIC L&R TEST 多益閱讀模測解密 

/ 加藤優, 野村知也, Paul McConnell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 

10910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48-0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TOEIC L&R TEST 多益聽力模測解密 

/ 加藤優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

文圖書, 10910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49-7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TOEIC Bridge

多益普及「單字」+「文法」 / 謝麗

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化, 

10910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074-5-3 (平裝) NT$449  

1.多益測驗 2.詞彙 3.語法  805.1895  

超完勝新制多益高分五回攻略 : 黃

金試題 1000 題 / Ui-Geol Lee, Gi-Won 

Yun, Global21 語學研究所作 ; 劉佳珮, 

蔡裴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910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6-6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 短獨白,附詳盡

解析 / Amanda Chou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倍斯特, 10910 .-- 288 面; 23 公

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27) .-- ISBN 

978-986-98079-7-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1.多益測驗  805.1895  

德檢必考動詞變化 355 / 林佳慧 , 

Kevin Chiang, 樂思編譯組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樂思文化國際, 10911 .-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6828-4-8 (平裝) NT$450  

1.德語 2.動詞  805.265  

文學 

苦悶的象徴 / 廚川白村(くりやがわ

はくそん)著 ; 魯迅譯 .-- 3 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10 .-- 160 面; 19 公分 .-- 

(掌中書) .-- ISBN 978-986-522-259-8 

(平裝) NT$200  

1.文學評論  810  

文藝心理學 / 朱光潛著 .-- 1 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22-258-1 ( 平 裝 ) 

NT$380  

1.文藝心理學  810.14  

烏托邦的流變 : 文類研究與文本考

察  = Perspectives on Utopia : generic 

investigation and textual exploration / 張

惠娟作 .-- 臺北市 : 書林,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文學觀點 ; 36) .-- ISBN 

978-957-445-894-3 (平裝) NT$250  

1.文學社會學 2.文學評論 3.烏托邦

主義  810.15  

暢銷書出版黃金公式 : PWPM 自媒體

自出書作者培訓手冊 / 王晴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11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0-

2 (平裝) NT$460  

1.寫作法 2.出版學  811.1  

*漢西翻譯面面觀  : 理論與實踐 = 

Traducción Chino-Español : teoría y 

práctica / 陸孟雁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中心, 10910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8736-65-8 (平裝) 

NT$780  

1.翻譯學  811.7  

輕輕鬆鬆中譯英 = Enjoying Chinese-

to-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ease / 張中倩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78-4-8 (平裝) NT$420  

1.翻譯  811.7  

譯者再現 : 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

境的翻譯實踐 / 王惠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36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5620-0 (精裝)  

1.翻譯 2.文學評論  811.7  

譯辯 : 班雅明與布朗肖 / 潘怡帆撰 .-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人文研究

中心, 10910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8685-6-3 (平裝)  

1.翻譯 2.文學評論 3.藝術評論  

811.7  

台上 A 咖 / 鄭匡宇著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04-1 (平裝)  

1.演說  811.9  

說故事高手 : 讓人歡喜、感動人心

的表達技巧! / 戴晨志著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 (勁草生活 ; 478) .-- ISBN 978-986-

5529-66-6 (平裝) NT$350  

1.說故事  811.9  

*重寫與對話 : 臺灣新移民書寫之研

究(2004-2015) = Rewriting and dialogue : 

a study on new immigrant writing in 

Taiwan(2004-2015) / 張郅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10909 .-- 

285 面; 23 公分 .-- (孫學研究傑出博

碩士論文叢書) .-- ISBN 978-986-532-

147-5 (平裝) NT$350  

1.文學評論 2.新住民 3.寫作法 4.臺

灣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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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入 : 影視劇本格式與寫作 / 王瑋

著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10910 .-- 392

面; 23 公分 .-- (Fansapps ; 118) .-- ISBN 

978-986-99459-2-9 (平裝) NT$380  

1.劇本 2.寫作法  812.31  

所以我們發光  : 臺北詩歌節詩選 . 

2020 = Glow in the dark = an anthology 

of poems for the Taipei poetry festival. 

2020 / 楊佳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21-5 (平裝) 

NT$100  

 813.1  

民間文學概說 / 金榮華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口傳文學會, 10909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92-1-1 (平

裝) NT$300  

1.民間文學  815.8  

蕭博士慎選童謠 = MI® rhymes / 蕭文

乾監製 ; 森山大蒨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實似文化出版 : 雙母語學殿發

行, 10909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441-1-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0 .-- ISBN 978-986-99441-2-0 

(第 2 冊:平裝) NT$1000 .-- ISBN 978-

986-99441-3-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000 .-- ISBN 978-986-99441-4-4 

(全套:平裝)  

 815.98  

別處另有世界在 : 邁向開放的比較

文學形象學 / 周雲龍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402 面; 23 公

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

論叢. 第六輯 ; 1702F01) .-- ISBN 978-

986-478-404-2 (平裝) NT$580 .-- ISBN 

978-986-478-405-9 (精裝)  

1.比較文學  819  

中國文學 

公職考試講重點 : 本國文學概論(含

本國文學概要) / 李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適用三、四等考試  .-- 

ISBN 978-986-345-913-2 ( 平 裝 ) 

NT$450  

1.中國文學 2.漢語  820  

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 詩詞課程設計

與行動研究 / 王頌梅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復文, 10909 .-- 2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231-7 (平裝) 

NT$320  

1.國文科 2.課程規劃設計 3.語文教

學 4.高等教育  820.33  

文藝創新與文化視域 / 管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415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4) .-- 

ISBN 978-986-478-400-4 ( 平 裝 ) 

NT$580 .-- ISBN 978-986-478-401-1 (精

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20.7  

尚文齋纂言斠編 : 曹尚斌學術論文

集 / 曹尚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 10911 .-- 425 面; 23 公分 .-- (著

作集叢書 ; 1600002) .-- ISBN 978-986-

478-380-9 (平裝) NT$480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7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 柯慶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

版 : 臺大發行,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學術研究叢刊) .-- ISBN 978-

986-350-423-8 (平裝) NT$460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20.7  

中國文學史概要 / 金榮華, 陳勁榛編

著 ; 林彥如, 張瑞文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中文系, 10910 .-- 

49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5644-7-2 (平裝) NT$520  

1.中國文學史  820.9  

文選及習作 : 說給你聽-明清散文鑑

賞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玉青, 10909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9-4 (平裝) NT$500  

1.中國文學史 2.明清文學  820.9  

文體論 : 說給你聽-詩歌與辭賦 8 講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90-9 (平裝) NT$600  

1.中國文學史 2.詩歌 3.辭賦 4.文學

評論  820.9  

文選及習作 : 說給你聽-史傳散文 16

講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玉青, 10909 .-- 冊 .-- ISBN 978-957-43-

8070-1 (第 1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57-43-8075-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650  

1.中國文學史 2.先秦文學 3.文學評

論  820.901  

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 = A study 

of the writing of Yawato Peril in Ming-

Qing fictions / 曾世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911 .-- 712 面; 23 公

分 .-- (漢學研究叢書. 文史新視界叢

刊 ; 402011) .-- ISBN 978-986-478-378-

6 (平裝) NT$1000  

1.中國文學史 2.明清小說 3.文學評

論  820.9706  

掙扎.反思.探索 : 大陸當代現實主義

小說的嬗變 / 宋如珊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0 .-- 28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ZG006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50-5 (平

裝) NT$350  

1.中國小說 2.現代小說 3.現實主義 

4.文學評論  820.9708  

*鹿港詩班實錄 / 巫漢增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文學街,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梵夫集 ; 4) .-- ISBN 978-986-

97912-9-8 (平裝) NT$200  

1.中國詩 2.寫作法 3.詩評  821  

文選及習作 : 說給你聽-諸子散文 13

講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玉青, 10909 .-- 6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9-5 (平裝) NT$750  

1.散文 2.文學評論 3.先秦哲學 4.學

術思想  825  

中國文學總集 

新注新譯古文古事 / 吳紹志校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86-

9 (精裝)  

 830  

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 / (清)王先謙編 ; 

世界書局編輯部注 .-- 三版 .-- 臺北

市 : 世界, 10909 .-- 冊 .-- (中國文化經

典 . 文學叢書 ) .-- ISBN 978-957-06-

0588-4 (全套:平裝) NT$1700  

 830.7  

詩 經  .-- 一 版  .-- 臺 南 市  : 和 裕 ,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紮根教育

系列 ; D006) .-- ISBN 978-986-99474-

2-8 (平裝) NT$100  

1.詩經  831.1  

詩經評註讀本 / 裴普賢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冊 .-- (國

學大叢書) .-- ISBN 978-957-14-6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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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14-6961-

4 (下冊:平裝)  

1.詩經 2.注釋  831.12  

圖解詩經 / 高儕鶴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 歷 史 大 講 堂 ) .-- ISBN 978-957-08-

5611-8 (平裝)  

1.詩經 2.注釋  831.12  

小手觸摸隨身聽 : 我會跟著讀唐詩 / 

呦呦童作.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

流文創, 10911 .-- 2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39-3 ( 精 裝 ) 

NT$780  

 831.4  

驚艷古亭的五彩拼圖 / 林泰安製作 ; 

楊維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0911 .-- 210 面; 21 公分 .-- (文化

生活叢書 . 詩文叢集  ; 1301052) .-- 

ISBN 978-986-478-383-0 ( 平 裝 ) 

NT$360  

 831.51  

歷代經典詩詞選 / 周元白, 林庭安編

選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人 人 , 

10910 .-- 480 面; 15 公分 .-- (人人讀經

典系列 ; 25) .-- ISBN 978-986-461-226-

0 (精裝) NT$250  

 831.999  

新注新譯唐宋名家詞選 / 吳紹志校

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

578-4 (精裝)  

 833.4  

一日一宋詞,此情在心頭 / 張靜, 于家

慧 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0910 .-- 7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08-5617-0 (精裝)  

 833.5  

中國文學別集 

臺北研修年假雜詠 / 陳煒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18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詩文

叢集 ; 1301050) .-- ISBN 978-986-478-

377-9 (平裝) NT$260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五月詩社截句選 / 郭永秀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 25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92)(截句詩系 ; 4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53-6 ( 平 裝 ) 

NT$300  

 850.951  

王維 : 生命在寂靜裡躍動 / 林繼中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0909 .-- 357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

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7) .-- ISBN 978-986-478-390-8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478-

391-5 (精裝)  

1.(唐)王維 2.唐詩 3.詩評  851.4415  

李白詩選注 / 許清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10909 .-- 2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39-082-4 (平裝) 

NT$270  

 851.4415  

汪洪生詩集. 貳集 / 汪洪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10 .-- 698

面; 23 公分 .-- (當代詩大系 ; 20) .-- 

ISBN 978-957-9267-77-9 ( 精 裝 ) 

NT$880  

 851.486  

中國鄉土詩人金土作品研究反響集 / 

陳福成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10 .-- 22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28) .-- ISBN 978-986-314-529-5 

(平裝) NT$320  

1.金土 2.鄉土文學 3.詩評 4.文集  

851.487  

我將穿過黑夜去看你 / 孫月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9 .-- 224

面; 23 公分 .-- (文史哲詩叢 ; 148) .-- 

ISBN 978-986-314-528-8 ( 平 裝 ) 

NT$320  

 851.487  

花團錦簇 : 十八相送詩集 = Faire son 

jardin en paix / 李彩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方山水文化, 1091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807-5-4 (平

裝) NT$260  

 851.487  

泗廬吟草 / 許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文創發展促進會, 10910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3-1-8 (平

裝) NT$1500  

 851.487  

*海天逍遙 / 婁德平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德博英文教科技, 10909 .-- 

240 面 ; 15 公 分  .-- ISBN 978-986-

97557-5-7 (平裝) NT$300  

 851.487  

*歲月留金 / 婁德平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德博英文教科技, 10909 .-- 

240 面 ; 15 公 分  .-- ISBN 978-986-

97557-7-1 (平裝) NT$300  

 851.487  

*曙光燦爛 / 婁德平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德博英文教科技, 10909 .-- 

240 面 ; 15 公 分  .-- ISBN 978-986-

97557-6-4 (平裝) NT$300  

 851.487  

又五年 / 肖三红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凌 零 出 版  : 思 行 文 化 發 行 , 

10908 .-- 264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

又五年 .-- ISBN 978-986-98507-8-0 (平

裝) NT$420  

 855  

人生半熟 : 30 歲後,我逐漸明白的一

些事 / 寬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90-9 (平裝) NT$340  

 855  

千里之外 : 海外華語創作 / 張鳳等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4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5634-7 (平裝) NT$380  

 855  

生命的浪漫與質感 / 王士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 22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北

美華文作家系列)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58-1 (平裝) NT$300  

 855  

自在女人 : 做自己的主人 / 姜三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寫文章 ; 

29) .-- ISBN 978-986-5559-19-9 (平裝) 

NT$268  

 855  

風雨小白樓 / 李蘊著 .-- 臺北市 : 獵

海人, 10910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23-0-9 (平裝) NT$360  

 855  

緣起,捲盡東去的大江 / 草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1 .-- 41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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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 ; 1301050) .-- ISBN 978-986-478-

381-6 (精裝) NT$820  

 855  

鏤空與浮雕 / 范俊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6) .-- ISBN 

978-986-99530-3-0 (平裝) NT$380  

 855  

藝術與生活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周作人作品精選 ; 9) .-- ISBN 

978-986-352-902-6 (平裝) NT$320  

 855  

許獬四書文選粹 / 許績鑫編撰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62-4 (平裝) NT$300  

1.(明)許獬 2.八股文 3.福建省金門縣  

856.73  

搜神記 / 干寶著 ; 陳勇譯註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2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79-2 (平

裝)  

 857.23  

老殘遊記 / 劉鶚撰 ; 田素蘭校訂 ; 繆

天華校閱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460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

名著) .-- ISBN 978-957-14-6951-5 (平

裝)  

 857.44  

飲茶笑看七俠五義 / 石玉崑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維他命文化, 10911 .-- 

76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303-1-4 (平裝) NT$399  

 857.44  

三國演義翻翻看 / 何大海, 李雷雷作 ; 

肆野 Studio 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2 .-- 18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5-5 (精

裝) NT$450  

1.三國演義 2.兒童讀物  857.4523  

水滸傳翻翻看  / 方政 , 任達森作  ; 

DADA 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12 .-- 16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28-38-6 (精裝) 

NT$450  

1.水滸傳 2.通俗作品  857.46  

少年讀紅樓夢. 2, 才子佳人書 / 鄭宗

弦, 楊奕成著 ; 左萱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34-3 (平裝) 

NT$360  

1.紅樓夢 2.通俗作品  857.49  

少年讀紅樓夢. 3, 青春大觀園 / 鄭宗

弦, 楊奕成著 ; 左萱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35-0 (平裝) 

NT$360  

1.紅樓夢 2.通俗作品  857.49  

少年讀紅樓夢. 4, 愁眉嘆冷月 / 鄭宗

弦, 楊奕成著 ; 左萱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36-7 (平裝) 

NT$360  

1.紅樓夢 2.通俗作品  857.49  

少年讀紅樓夢. 5, 花落水自流 / 鄭宗

弦, 楊奕成著 ; 左萱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37-4 (平裝) 

NT$360  

1.紅樓夢 2.通俗作品  857.49  

紅樓夢翻翻看 / 唐硯作 ; 老老老魚插

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0912 .-- 16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6-2 ( 精 裝 ) 

NT$450  

1.紅樓夢 2.兒童讀物  857.49  

告別你的全世界 / 伊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33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84 種)(有時 ; 

14) .-- ISBN 978-957-33-3606-8 (平裝) 

NT$380  

 857.63  

阿 Q 正傳 / 魯迅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培育文化, 10911 .-- 224 面; 21 公

分 .-- (益智館 ; 42) .-- ISBN 978-986-

98618-9-2 (平裝) NT$250  

 857.63  

一世牽絆 / 清風拂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

系列 ; E93501-E93503) .-- ISBN 978-

986-5555-28-3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555-29-0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555-30-6 (卷

3:平裝) NT$280  

 857.7  

一往情深 / 墨時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

列 ; E94901-E94904) .-- ISBN 978-986-

5555-51-1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555-52-8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555-53-5 (卷

3: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

5555-54-2 (卷 4:平裝) NT$260  

 857.7  

太陽系帝國 / 羽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267-80-9 ( 平 裝 ) 

NT$280  

 857.7  

生吞 / 鄭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10 .-- 344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叢書 ; 310) .-- ISBN 978-957-

13-8402-3 (平裝) NT$400  

 857.7  

田園金釵 / 粉妝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

列 ; E93901-E93903) .-- ISBN 978-986-

5555-32-0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33-7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34-4 (卷

3:平裝) NT$270  

 857.7  

光之祭司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 豆 文 化 出 版  : 蓋 亞 文 化 發 行 , 

10910 .-- 20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8-) .-- ISBN 978-986-98651-5-9 (第

2 冊:平裝) NT$180  

 857.7  

老實人 / 一雁不成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 10911 .-- 冊 .-- (架空之

都 )(米國度書系  ; B0031-B0032) .-- 

ISBN 978-986-505-147-1 (上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05-148-8 (下

冊:平裝) NT$240  

 857.7  

全職公敵 / 石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

986-515-511-7 (第 1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986-515-512-4 (第 2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13-

1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妖怪紀元 / 平凡心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5-530-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31-5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532-2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何家好媳婦 / 不歸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 10911 .-- 冊 .-- (文創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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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09-157-6 (第 1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58-

3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86-509-159-0 (第 3 冊:平裝) NT$260 .-

- ISBN 978-986-509-160-6 (第 4 冊:平

裝) NT$260  

 857.7  

奉旨沖喜 / 雀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列 ; 

E94301-E94304) .-- ISBN 978-986-

5555-38-2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555-39-9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555-40-5 (卷

3: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

5555-41-2 (卷 4:平裝) NT$260  

 857.7  

長夜難明 / 紫金陳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83) .-- ISBN 978-

957-741-299-7 (平裝) NT$299  

 857.7  

花間榮華 / 童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列 ; 

E95101-E95104) .-- ISBN 978-986-

5555-55-9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56-6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57-3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

5555-58-0 (卷 4:平裝) NT$270  

 857.7  

信東學院大事記 : 宣傳工作背後的

故事 / 曲丁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17-5 ( 平 裝 ) 

NT$200  

 857.7  

春復歸 / 穗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冊 .-- (藍海系列 ; 

E94101-E94102) .-- ISBN 978-986-

5555-36-8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37-5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罡 / 徐聯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

客思, 10911 .-- 492 面; 21 公分 .-- (現

代文學 ; 66) .-- ISBN 978-957-9267-79-

3 (平裝) NT$380  

 857.7  

特別觀星 / 羅再說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 10911 .-- 冊 .-- (架空之

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

505-151-8 (全套:平裝)  

 857.7  

許你萬丈光芒好 / 囧囧有妖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04-

9 (第 1 冊:平裝) NT$250  

 857.7  

終極輪回 / 今非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14-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15-5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516-2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梟寵女主播 / 陌上纖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03-2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529-2 (第

2 冊:平裝) NT$250  

 857.7  

無限血核 / 蠱真人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08-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09-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510-0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開臺王顏思齊 / 海迪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4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487-4 (平裝) NT$520  

 857.7  

罪臣之女 / 藍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列 ; 

E94601-E94603) .-- ISBN 978-986-

5555-43-6 (卷 1: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555-44-3 ( 卷 2: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555-45-0 (卷

3:平裝) NT$320  

 857.7  

禁海 / 邊想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田

文文創, 10911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28-7-1 (平裝)  

 857.7  

精打細算 / 花滿篩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 10910 .-- 冊 .-- (架空之

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

505-149-5 (全套:平裝)  

 857.7  

福相農家女 / 淺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

列 ; E94701-E94703) .-- ISBN 978-986-

5555-46-7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47-4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48-1 (卷

3:平裝) NT$270  

 857.7  

暮音 / 墨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 國 際 出 版  : 三 日 月 書 版 發 行 ,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1-919-2 (第 3 冊:平裝)  

 857.7  

熱搜預定 / 靠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架

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

986-505-150-1 (平裝) NT$380  

 857.7  

慶餘年. 第三部 / 貓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冊 .-- ISBN 

978-957-10-9202-7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203-4 (第 10 冊:平

裝)  

 857.7  

錦繡醫心 / 云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 (藍海系列 ; E94001) .-- ISBN 978-

986-5555-35-1 (平裝) NT$270  

 857.7  

隱秘暗戀 = Secret love / 卡列夫司機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魚乾工作室,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350-2-9 (平裝)  

 857.7  

懦弱繼母養兒記 / 雲朵泡芙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11 .-- 冊 .-- (文

創風) .-- ISBN 978-986-509-153-8 (第 1

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86-

509-154-5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55-2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 石章魚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911 .-- 冊 .-- ISBN 

978-986-352-903-3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904-0 (第

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352-905-7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06-4 (第 10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07-



70 

 

1 (第 1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352-908-8 (第 12 冊:平裝) NT$270  

 857.7  

子弟書研究 / 陳錦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揚文化, 10911 .-- 510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88) .-- ISBN 978-

986-7127-87-7 (平裝) NT$550  

1.民間文學 2.研究考訂  858.4  

兒童文學 

老奶奶的新鞋子 / 程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

行, 10910 .-- 168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99-103-7 (平裝) 

NT$320  

 859.6  

西遊記翻翻看 / 鴻雁作 ; 肆野 Studio

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2 .-- 16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37-9 ( 精 裝 ) 

NT$450  

 859.6  

第一次出門 / 劉健屏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行, 

1091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9-105-1 (平裝) NT$380  

 859.6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 三

國演義 /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9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1-

514-9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15-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491-516-3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1-517-0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18-7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19-4 (第

6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1-520-0 (第 7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21-7 (第 8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22-4 (第

9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491-523-1 (第 10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491-524-8 (全套:平裝)  

 859.6  

生蛋快樂 / 孫莉莉文 ; 谷米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56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29-579-1 (精裝) NT$250  

 859.9  

奇幻五界 : 神奇的白雪之莲 / 左左

着 .-- 初版 .-- 臺北市 : 少年兒童 , 

10909 .-- 9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奇幻五界: 神奇的白雪之蓮 .-- ISBN 

978-986-97136-3-4 (精裝) NT$280  

 859.9  

珍妮貓與七色花 / Miryam 文 ; 塔米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 

10911 .-- 32 面; 24X21 公分 .-- (典藏

繪本閣)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7830-3-3 (精裝) NT$270  

 859.9  

噓,不哭! / 蘇飛圖.文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少年, 10911 .-- 50 面; 19X26

公分 .-- (兒童文學 ; 51) .-- BOD 版 .-- 

ISBN 978-986-98148-9-8 ( 平 裝 ) 

NT$200  

 859.9  

東方文學 

愛呦、愛 / 岡本加乃子著 ; 吳奕嫺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7-

284-8 (平裝)  

 861.478  

心 : 谷川俊太郎詩集 / 谷川俊太郎著 ; 

田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鴻藝術

合作社出版, 10910 .-- 22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95958-7-2 (平裝) 

NT$380  

 861.53  

0 能者九条湊 / 葉山透作 ; 邱鍾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266 面; 21 公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86-524-094-3 (第 8 冊:平裝)  

 861.57  

Hello, DEADLINE / 高坂はしやん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1 .-- 34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2-2 (第 2 冊:平裝)  

 861.57  

Undead Girl.Murder Farce. 1, 鳥籠使者 

/ 青崎有吾作 ; 曾玲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226-3 (平裝)  

 861.57  

Undead Girl.Murder Farce. 2, 怪盜與偵

探 / 青崎有吾作 ; 曾玲玲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227-0 (平裝)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

稱圖書委員. V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51

種 )(mild ; 27) .-- ISBN 978-957-33-

3607-5 (平裝) NT$299  

 861.57  

日本經典文學 : 御伽草紙 / 太宰治著 ; 

林佳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798-5 (平裝) NT$280  

 861.57  

月收 50 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大姐姐,

用 30 萬僱用我對她說「妳回來了」,

這工作真是好賺 / 黄波戸井ショウ

リ作 ; 曾柏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74-2 (第 1 冊:平裝)  

 861.57  

火花 / 雫井脩介作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10 .-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91) .-

- ISBN 978-957-741-300-0 ( 平 裝 ) 

NT$450  

 861.57  

水族館女孩. 3, 海獺的心情 / 木宮条

太郎著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 (悅讀.日本小說 ; 17) .-- ISBN 978-

986-319-504-7 (平裝) NT$299  

 861.57  

幼女戰記. 11, Alea iacta est / カルロ.

ゼン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438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57-8 (平裝)  

 861.57  

田中 :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 

ぶんころり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38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1-5 (第

5 冊:平裝)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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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光 / 橫山秀夫作 ; 張智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小說緣廊 ; 20) .-- ISBN 

978-986-133-732-6 (平裝) NT$420  

 861.57  

白色巨塔 : 日本社會派小說巨匠山

崎豐子跨世紀回歸 直批醫療崩壞之

經典巨作 / 山崎豐子著 ; 王蘊潔譯 .-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1 .-- 冊 .-- (日本暢銷小說 ; 8-

10) .-- ISBN 978-986-344-831-0 (上冊: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344-

832-7 (中冊 :平裝 ) NT$380 .-- ISBN 

978-986-344-833-4 ( 下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344-834-1 (全

套:平裝) NT$1180  

 861.57  

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

暢銷書!! / 春日部タケル作 ; 蔡孟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

066-0 (第 3 冊:平裝)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 / 大森藤ノ作 ; 可

倫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2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73-5 (第 11 冊:平裝)  

 861.57  

老妓抄 / 岡本加乃子作 ; 蕭雲菁譯 .-

- 三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10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道 ; LT31) .-- 

ISBN 978-986-227-283-1 (平裝)  

 861.57  

百花 / 川村元氣著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91 種)(大

賞 ; 122) .-- ISBN 978-957-33-3613-6 

(平裝)  

 861.57  

死相學偵探. 7, 九孔之罠 / 三津田信

三作 ; 莫秦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文學放映所 ; 90) .-- ISBN 978-986-

524-096-7 (平裝)  

 861.57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 即死魔法與

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 月夜淚作 ;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 10911 .-- 24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4-6 (第 6 冊:平裝)  

 861.57  

你在這裡,能呼吸嗎? / 竹宮ゆゆこ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出版 : 皇冠發行,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平裝本叢書 ; 第 513 種)(@小

說 ; 60) .-- ISBN 978-986-99445-8-8 (平

裝)  

 861.57  

*你的人生,我來整理 / 垣谷美雨著 ;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8880-0 (平裝) NT$370  

 861.57  

忍物語 / 西尾維新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3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5-6 (平

裝)  

 861.57  

我珍視的夫君大人 / 野原滋作 ; Q 太

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53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bloom series novels) .-- ISBN 978-986-

524-055-4 (平裝)  

 861.57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 逢沢大介作 ;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1 .-- 37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7-7 (第 3 冊:平裝)  

 861.57  

金色大人 / 恒川光太郎著 ; 王華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E-

Fiction ; 42) .-- ISBN 978-957-9447-88-

1 (平裝) NT$430  

 861.57  

金色夜叉 / 尾崎紅葉作 ; 章蓓蕾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496 面; 

21 公分 .-- (幡 ; 9) .-- ISBN 978-986-

344-827-3 (平裝) NT$550  

 861.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 丘野優作 ; 林

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12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72-8 (第 7 冊:平裝)  

 861.57  

幽冥宮殿的死者之王 / 槻影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34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

069-1 (第 1 冊:平裝)  

 861.57  

活著的兵士 / 石川達三著 ; 劉慕沙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幡 ; 10) .-- ISBN 978-

986-344-839-6 (平裝) NT$280  

 861.57  

真.三國志妹. 3 : 從今天起我成了新

妹魔王呂布的小白臉!? / 春日みかげ

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12 .-- 35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71-1 (平裝)  

 861.57  

草枕 / 夏目漱石著 ; 劉子倩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1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2-5 (平裝) NT$350  

 861.57  

破滅的倒懸者. 2, 内閣情報調査室

CIRO-S 第四班 / 吹井賢作 ; 黃涓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86-524-097-4 (平裝)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33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5-3 (第

6 冊:平裝)  

 861.57  

蚱蜢 / 伊坂幸太郎著 ; 王華懋譯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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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1 .-- 356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

郎作品集 ; 6) .-- ISBN 978-957-9447-

87-4 (平裝) NT$430  

 861.57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7, 怒吼吧英傑,

甦醒吧神之雷霆! / 竜ノ湖太郎作 ; 

羅尉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1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59-2 (平裝)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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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

你喜歡嗎? / 井中だちま作 ; 吳松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63-9 (第 8 冊:平裝)  

 861.57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

娶回家嗎? / 浅岡旭作 ; Y.S.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8-4 (第

2 冊:平裝)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13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909 .-- 368 面; 21 公

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

957-9566-58-2 (精裝) NT$250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14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910 .-- 360 面; 21 公

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 ISBN 978-

957-9566-59-9 (精裝) NT$250  

 861.57  

虞美人草 / 夏目漱石著 ; 茂呂美耶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Miya ; 5) .-- ISBN 978-

986-344-830-3 (平裝) NT$400  

 861.57  

漣漪的夜晚 / 木皿泉著 ; 楊明綺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0 .-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0-

102-2 (平裝) NT$320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11.5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1 .-- 335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60-8 (平裝)  

 861.57  

潘朵拉的盒子 / 太宰治著 ; 陳系美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0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1-41-8 (平裝) 

NT$350  

 861.57  

噬血狂襲. 21, 十二眷獸與血之隨從

們 / 三雲岳斗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056-1 (平

裝)  

 861.57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岬作 ; 簡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

種 -)(YA! ; 5-) .-- ISBN 978-957-33-

3596-2 (第 5 冊:平裝) NT$320  

 861.57  

鏡子的背面 / 篠田節子著 ; 章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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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480 面; 21 公分 .-- (E-

Fiction ; 39) .-- ISBN 978-957-9447-90-

4 (平裝) NT$499  

 861.57  

鯨頭鸛之王 / 伊坂幸太郎著 ; 李彥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

郎作品集 ; 29) .-- ISBN 978-957-9447-

89-8 (平裝) NT$399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75-

9 (第 10 冊:平裝)  

 861.57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 從今天

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 甘岸久弥作 ; 

馮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1 .-- 32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70-7 (第 1 冊:平裝)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11.5 / 

衣笠彰梧作 ; Arieru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058-5 (平裝)  

 861.57  

聽說桐島退社了 / 朝井遼著 ; 黃薇嬪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

442-5 (平裝) NT$260  

 861.57  

和日本文豪一起撞到魔神仔 : 田中

貢太郎怪談,膽小鬼不要看! / 田中貢

太郎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10 .-- 208 面; 21 公

分 .-- (小感日常 ; 15) .-- ISBN 978-986-

5510-40-4 (平裝) NT$300  

 861.58  

小狐狸們開飯囉!稻荷神的員工餐 / 

松幸果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1 .-- 256面; 21公分 .-- (mild ; 31) .-

- ISBN 978-957-33-3608-2 (平裝)  

 861.596  

巧克力戰爭 / 大石真原著 ; 北田卓史

繪圖 ; 陳珊珊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GF322R)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13-92-4 (平裝) 

NT$300  

 861.596  

妖怪藥局大拍賣 / 伊藤充子文 ; 伊津

野果地圖 ; 周姚萍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15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35-73-5 (平裝) NT$280  

 861.596  

異世界轉生...才怪!. 2 / 碳酸著 ; 涂紋

凰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93 種)(YA! ; 65) .-- ISBN 978-

957-33-3614-3 (平裝)  

 861.596  

魔法屋波露. 3, 沉睡在沙漠中的黃金

宮殿 / 堀口勇太作 ; 玖珂束紗繪 ; 胡

慧文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Much 讀

本 ; 74) .-- ISBN 978-957-521-426-5 (平

裝) NT$220  

 861.596  

Days of My past : 512 首詩,重返金子

美鈴的純真年代 / 金子美鈴(金子み

すゞ)著 ; 田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 (Muses) .-- ISBN 978-957-05-3290-6 

(平裝) NT$500  

 861.598  

999 隻青蛙 / 木村研文 ; 村上康成圖 ; 

張東君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11 .-- 40 面; 23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87-2 (精裝) 

NT$320  

 861.599  

999 隻青蛙兄弟,春天來了! / 木村研

文 ; 村上康成圖 ; 柳怡如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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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面; 23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35-89-6 (精裝) NT$320  

 861.599  

999 隻青蛙兄弟搬新家 / 木村研文 ; 

村上康成圖 ; 張東君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40

面; 23X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

88-9 (精裝) NT$320  

 861.599  

巴士出發囉! / 三浦太郎文.圖 ; 劉握

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32 面; 20X1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90-0 (精裝)  

 861.599  

安啦!安啦!鬼來了 / 長谷川義史文.

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大手牽

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

8875-6 (精裝) NT$290  

 861.599  

安啦!安啦!雷公到我家 / 長谷川義史

文.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大手

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32-8874-9 (精裝) NT$290  

 861.599  

在圓木橋上搖晃 / 木村裕一文 ; 秦好

史郎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1 .-- 36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351-6 (精

裝)  

 861.599  

屁屁偵探讀本 : 幸運貓落到誰手上! / 

Troll 文.圖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10 .-- 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8870-1 ( 精 裝 ) 

NT$280  

 861.599  

明天的我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佩穎翻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0912 .-- 36 面; 18X18 公分 .-- (小魯

寶寶書 ; 18N) .-- ISBN 978-986-5513-

98-6 (精裝) NT$290  

 861.599  

*被罵了,怎麼辦? / 北村裕花文.圖 ; 

蘇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5503-85-7 ( 精 裝 ) 

NT$320  

 861.599  

傑琪,出門去吧 / 相原博之文 ; 足立奈

實圖 ;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0911 .-- 24 面; 17 公分 .-- 

(The bears' school)(小米粒 ; 39)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8939-4-7 (精裝) 

NT$280  

 861.599  

傑琪,早安 / 相原博之文 ; 足立奈實

圖 ;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米粒, 10911 .-- 24 面; 17 公分 .-- (The 

bears' school)(小米粒 ; 38)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98939-3-0 ( 精 裝 ) 

NT$280  

 861.599  

喀嚓喀嚓爺爺的恐龍王國 / 松岡達

英文.圖 ; 周郁寧翻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米奇巴克, 10910 .-- 40 面; 30 公

分 .-- (繪本夏令營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6215-97-1 ( 精 裝 ) 

NT$280  

 861.599  

謝謝你,熊醫生 / 角野榮子文 ; 垂石真

子圖 ; 游嘉惠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40-349-3 (精裝)  

 861.599  

幸福的花束 / 中原淳一著 ; 王文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空文化 ,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万画系 ; 

6) .-- ISBN 978-986-97633-0-1 (平裝)  

 861.67  

孤獨的價值 / 森博嗣著 ; 楊明綺譯 .-

- 再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 208 面; 21 公分 .-- (異言堂 ; 31) .-- 

ISBN 978-957-13-8375-0 ( 平 裝 ) 

NT$320  

 861.67  

記憶中的影子 / 木下諄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10910 .-- 262

面; 21 公分 .-- (生活美學 ; 5) .-- ISBN 

978-986-99553-0-0 (平裝) NT$350  

 861.67  

愛的季節 : 佐野洋子的「愛情」絮

語 / 佐野洋子著 ; 詹慕如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11 .-- 20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658-433-6 (平裝) 

NT$340  

 861.67  

李智雅姐姐,現在終於能說了 / 崔真

英著 ; 曾晏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 遠足文化, 10911 .-- 

256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8945-6-2 (平裝)  

 862.57  

不讀書一家與書食餐廳 / 金遊(김유)

文 ; 俞庚和(유경화)圖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1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14-6939-

3 (平裝)  

 862.596  

奇怪的失物保管所 / 金永鎮作.繪 ; 鄭

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44 面; 28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114) .-- ISBN 978-986-507-206-3 

(精裝) NT$320  

 862.596  

販賣時間的商店 / 金仙榮(김선영)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

事館) .-- ISBN 978-986-344-837-2 (平

裝) NT$300  

 862.596  

手,琵琶魚 :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

係>>系列繪本. 4 / 趙龍文 ; 蠶山圖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2 .-- 24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0-1 (精裝)  

 862.599  

找尋真實的臉孔 : <<雖然是精神病

但沒關係>>系列繪本. 5 / 趙龍文 ; 蠶

山圖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1-8 (精裝)  

 862.599  

春日之犬 :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

係>>系列繪本. 3 / 趙龍文 ; 蠶山圖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2 .-- 20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219-5 (精裝)  

 862.599  

啖食惡夢長大的少年 : <<雖然是精

神病但沒關係>>系列繪本. 1 / 趙龍

文 ; 蠶山圖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1 .-- 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17-1 (精裝)  

 86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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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屍小孩 :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

係>>系列繪本. 2 / 趙龍文 ; 蠶山圖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1 .-- 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218-8 (精裝)  

 862.59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6, 雅典 / 宋

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 10910 .-- 160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426-8 (平裝) NT$300  

 862.599  

獵豹腳踏車 / 田旻杰文.圖 ; 簡郁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光 點 , 

10911 .-- 4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17-43-4 (精裝)  

 862.599  

懂也沒用的神祕旅行 : 小說家金英

夏旅行的理由 / 金英夏作 ; 胡椒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08-6 (平

裝) NT$310  

 862.6  

沒有朋友 ,只有山  / 貝魯斯.布加尼

(Behrouz Boochani)著 ; 李珮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0911 .-

- 400 面; 21 公分 .-- (觀望 ; HW041) .-

- ISBN 978-986-98885-3-0 ( 平 裝 ) 

NT$420  

 866.55  

泰戈爾全集 /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1-253-4 (平裝)  

 867.4  

泰戈爾詩集 / 泰戈爾著 ; 糜文開, 糜

榴麗, 裴普賢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574 面; 21 公分 .-- (經

典 文 學 ) .-- ISBN 978-957-14-6970-6 

(平裝)  

 867.51  

馬來素描 / 艾菲安.沙(Alfian Sa'at)著 ; 

蘇穎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四方文

創, 1091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2381-8-2 (平裝) NT$300  

 868.857  

臺灣文學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員論文集刊. 2020 

/ 簡弘毅等作 ; 周定邦主編 .-- 初版 .-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911 .-- 276

面; 21 公分 .-- (臺文館叢刊 ; 63) .-- 

ISBN 978-986-532-124-6 ( 平 裝 ) 

NT$250  

1.國立臺灣文學館 2.文集  863.068  

殖民地之旅 / 瀟湘神著 ; 劉祉吟插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

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衛城 

Belong ; 5) .-- ISBN 978-986-99381-4-3 

(平裝) NT$380  

1.臺灣文學 2.日本文學 3.文學評論  

863.2  

詩路尋光 : 詩人本事 / 李桂媚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910 .-- 150

面; 21 公分 .-- (臺灣詩學論叢 ; 19)(語

言文學類  ; PG2491)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86-0-0 ( 平 裝 ) 

NT$22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863.21  

後殖民與日治記憶 : 二十一世紀台

灣小說 = Postcoloniality and memories 

of Japan : twenty-first-century taiwanese 

fiction / 劉亮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出 版  : 臺 大 發 行 , 

10909 .-- 360 面; 21 公分 .-- (台灣文化

新視界研究叢書) .-- ISBN 978-986-

350-417-7 (平裝) NT$520  

1.臺灣小說 2.文學評論 3.影評  

863.27  

閩南語梁祝故事的劇本與歌仔冊欣

賞 / 施炳華編註 .-- 初版 .-- 臺南市 : 

施炳華出版 : 開朗雜誌發行, 10911 .-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01-2 (平裝) NT$360  

1.說唱文學 2.臺灣文學 3.文學評論  

863.28  

永遠的小太陽 : 林良先生作家與作

品研討會論文集 / 游珮芸等作 .-- 臺

北市 : 兒童文學學會, 10910 .-- 2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310-3-0 (平

裝) NT$280  

1.林良 2.兒童文學 3.文學評論 4.文

集  863.2907  

八卦山下 :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

輯. 第 22 屆. 上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

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

- 3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3-72-8 (平裝) NT$220  

 863.3  

南風濁濁 :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

輯. 第 22 屆. 下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

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9 .-

- 3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3-73-5 (平裝) NT$220  

 863.3  

*子青詩作選 : 那南風吹來清涼 = A 

poetry collection : what a blossoming 

fragrance from the South! / 魯子青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 10910 .-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966-8-2 (平裝) NT$300  

 863.51  

天籟清詠 / 張富鈞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詩文叢集  ; 

1301053) .-- ISBN 978-986-478-385-4 

(平裝) NT$400  

 863.51  

如日虛空住 / 謝振宗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土城高中,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0-41-2 (平

裝) NT$280  

 863.51  

有時 : 歐崇敬詩集. 第 27 冊 / 歐崇敬

著 .-- 新北市 : 歐崇敬, 10909 .-- 307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29-6 (平裝) NT$360  

 863.51  

我一個人 : 李長青詩選 / 李長青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 

10911 .-- 282 面; 23 公分 .-- (詩意雅

集 ; 12) .-- ISBN 978-986-99020-3-8 (平

裝) NT$360  

 863.51  

*初續合刊醒盧詩集 / 徐醒民著 .-- 臺

中市 : 中市佛教蓮社,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53-4-7 (平

裝)  

 863.51  

英雄時代 / 席慕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 10912 .-- 244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84) .-- ISBN 978-986-133-

734-0 (平裝) NT$300  

 863.51  

迷魂芳 : 倚海邊植物台語詩 / 黃徙

著 .-- 新北市 : 遠景, 10909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9-1116-6 (平

裝) NT$300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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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 / 孫維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10 .-- 220 面; 21 公分 .-

- (聯合文叢 ; 668) .-- ISBN 978-986-

323-358-9 (平裝) NT$300  

 863.51  

深海作業 / 陳昭淵文字.設計 .-- 初

版 .-- 臺北市 : 陳昭淵出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經銷, 10911 .-- 2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08-1 (平裝)  

 863.51  

眼淚是珍珠 / 鍾宜秀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0909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29-67-3 ( 平 裝 ) 

NT$250  

 863.51  

掌門 42 詩展風 : 同仁詩選. 4 / 掌門

詩學社同仁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宏

文館圖書, 10910 .-- 19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6501-50-0 ( 平 裝 ) 

NT$350  

 863.51  

雲華無盡藏 : 蕭蕭茶詩集 / 蕭蕭作 .-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文化發行,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

叢書 ; 96) .-- ISBN 978-957-39-1117-3 

(精裝) NT$260  

 863.51  

無盡之歌 / 陳義芝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

986-387-364-8 (平裝)  

 863.51  

剩餘的天空 / 郭至卿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0 .-- 25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94)(台

灣詩學同仁詩叢 ; 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52-9 ( 平 裝 ) 

NT$300  

 863.51  

臺大遺境 : 失落圖像現代詩題集 / 陳

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9 .-- 46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27) .-- ISBN 978-986-314-527-1 

(平裝) NT$580  

 863.51  

舞截句 / 蕓朵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204 面; 21 公

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93)(截句詩

系 ; 44) .-- BOD 版 .-- ISBN 978-986-

326-860-4 (平裝) NT$360  

 863.51  

臺灣詩選. 2019 / 孫梓評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二魚文化, 10910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學花園 ; C148) .-- 

ISBN 978-986-98737-1-0 ( 平 裝 ) 

NT$320  

 863.51  

憂傷對話 / 蔡知臻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吹鼓吹詩人叢書 ; 45) .-- 

ISBN 978-986-326-851-2 ( 平 裝 ) 

NT$220  

 863.51  

轉運站 : 陽荷詩集 / 陽荷著 .-- 南投

市 : 投縣文化局出版 : 投縣府發行, 

10909 .-- 250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

化資產叢書 ; 230)(南投縣文學家作

品集. 第 26 輯 ; 109) .-- ISBN 978-986-

5422-44-8 (精裝) NT$250  

 863.51  

轉斡拄著詩 / 袖子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春暉,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48-4 ( 平 裝 ) 

NT$300  

 863.51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 / 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

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

會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鯤瀛詩社, 

10911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88898-9-7 (平裝)  

 863.51  

獻給五月的泥偶  / 袁清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6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59-16-

8 (平裝) NT$99  

 863.51  

變身燈塔 : 冰夕詩集 / 冰夕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 178 面; 21 公分 .-- (吹鼓吹詩人叢書 ; 

46) .-- ISBN 978-986-326-861-1 (平裝) 

NT$300  

 863.51  

生命三部曲 : 劇本集 / 葉根泉作 .-- 初

版 .-- 花蓮市 : 阿之寶,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846-3-

8 (平裝) NT$350  

 863.54  

一根線 : 從文壇因緣到出版的故事 / 

隱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 ,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

書 ; 677) .-- ISBN 978-957-639-648-9 

(平裝) NT$360  

 863.55  

人生是歌 / 胡慕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 10910 .-- 205 面; 21 公

分 .-- (允晨文集 ; 86) .-- ISBN 978-986-

99553-1-7 (平裝) NT$280  

 863.55  

女子山海 / 張卉君, 劉崇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mark ; 164) .-- ISBN 

978-986-5549-17-6 (平裝) NT$350  

 863.55  

生之華. 三 : 生活美學小品 / 許卓司

著 .-- 初版 .-- 屏東市 : 香遠, 10909 .-- 

34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57-5-5 (平裝)  

 863.55  

安佐花園. 6, 第二人生 / 張安佐, 王慧

如合著 .-- 臺北市 : 張安佐, 10908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31-2 (平裝) NT$480  

 863.55  

在漫遊裡失蹤 / 陳于揚著 .-- 南投縣

埔里鎮 : 陳于揚,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0-5 (平裝)  

 863.55  

我只是小黃司機  / 王國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1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393-5-5 (平裝) NT$320  

 863.55  

*沒有別人,怎麼做自己? : 在改變之

前,我們都是表演者 / 邱昊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76-3 (平

裝) NT$350  

 863.55  

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 / 陳宗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0) .-- 

ISBN 978-957-13-8373-6 ( 平 裝 ) 

NT$320  

 863.55  

那些年 現在式 = Past & present / 邱金

治著 .-- 初版 .-- 彰化縣和美鎮 : 宏圓

印刷設計,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7866-3-9 ( 平 裝 ) 

NT$350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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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號是爸爸  / 藍白拖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Life ; 2) .-

- ISBN 978-986-98793-3-0 ( 平 裝 ) 

NT$380  

 863.55  

你要永遠不知好歹,永遠熱淚盈眶 / 

明星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心

靈成長 ; 75) .-- ISBN 978-986-398-619-

5 (平裝) NT$320  

 863.55  

坐看雲起時 : 水社大山散策 / 黃瑞奇

文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出版 : 投

縣府發行, 10909 .-- 230 面; 21 公分 .-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0)(南投縣

文學家作品集. 第 26 輯 ; 112) .-- ISBN 

978-986-5422-46-2 (精裝) NT$250  

 863.55  

孤獨六講 / 蔣勳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 (聯合文叢 ; 668) .-- 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323-359-6 ( 平 裝 ) 

NT$380  

 863.55  

青檸色時代 / 林薇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 (九歌文庫 ; 1341) .-- ISBN 978-986-

450-315-5 (平裝) NT$300  

 863.55  

南投尋瀑 / 潘樵文.攝影 .-- 南投市 : 

投 縣 文 化 局 出 版  : 投 縣 府 發 行 , 

10909 .-- 318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

化資產叢書 ; 230)(南投縣文學家作

品集. 第 26 輯 ; 108) .-- ISBN 978-986-

5422-47-9 (精裝) NT$250  

 863.55  

美美的金門女孩 / 趙美玲圖.文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60-0 (平裝) NT$350  

 863.55  

胡馬依北風 / 席慕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 (圓神文叢 ; 285) .-- ISBN 978-986-

133-733-3 (平裝) NT$300  

 863.55  

旅見人間事 / 陳玉琳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21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北美華文作

家系列 ; 21) .-- BOD 版 .-- ISBN 978-

986-326-857-4 (平裝) NT$450  

 863.55  

烘焙一場愛情 / 葉櫻, 林靚, 六色羽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0912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14-4 (平裝) NT$200  

 863.55  

問世間情是何物 / 許思霆等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15-

1 (平裝) NT$200  

 863.55  

悠遊時光 / 沈素英作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61-

7 (精裝) NT$350  

 863.55  

寂寞如歌 / 林淑貞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10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4-9 (平裝) NT$320  

 863.55  

晨讀 10 分鐘 : 酷少年故事集 / 公共

電視<<小孩酷斯拉>>製作團隊, 諶淑

婷文 ; 顏寧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 (晨讀 10 分鐘系列 ; 40) .-- ISBN 978-

957-503-686-7 (平裝)  

 863.55  

等你,在燈火闌珊處 / 林淑貞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0910 .-- 38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62-5-6 (平裝) 

NT$450  

 863.55  

種日子的人 : 鄉居十年,手機和鋤頭

並用的有機書寫  / 陳慶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思, 漫遊者文化

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384 面; 

17X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12-0-

2 (平裝) NT$450  

 863.55  

韶光津渡 : 鯤島人文駐地吟遊誌 / 紀

少陵作 .-- 南投縣埔里鎮 : 紀少陵, 

10909 .-- 270 面; 21 公分 .-- (埔里鎮立

圖書館 註館作家作品集 ; 第 13 屆) .-

- ISBN 978-957-43-8128-9 ( 平 裝 ) 

NT$450  

 863.55  

踏在 23.97 的海洋哲思課 / 廖鴻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散文館) .-- ISBN 

978-986-449-206-0 (平裝) NT$320  

 863.55  

蔣勳日曆. 2021 / 蔣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7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5-5 (精裝) 

NT$888  

 863.55  

鯨落 / 黃靖芸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0 .-- 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59-07-6 (平裝)  

 863.55  

讀著妳的臉、讀著妳的眼 / 黃漢龍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10 .-- 

2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524-

49-1 (平裝) NT$350  

 863.55  

讓我到你的生命裡走走 / 黃嘉俊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1 .-

- 256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0) .-- ISBN 978-986-99530-2-3 (平裝) 

NT$360  

 863.55  

讓愛飛揚 / 陳光憲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0910 .-- 334 面; 21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 藝文采風  ; 

1306027) .-- ISBN 978-986-478-384-7 

(平裝) NT$480  

 863.55  

一世瓶安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336 面; 21 公分 .-

- (藍海系列 ; E94201) .-- ISBN 978-

986-5555-42-9 (平裝) NT$300  

 863.57  

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 / 周牛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0911 .-- 220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4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424-2 (平裝) NT$270  

 863.57  

二嫁娘子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出版 : 桃子熊工作室發

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

桃 ; 1459) .-- ISBN 978-986-335-631-8 

(平裝) NT$210  

 863.57  

千奇百怪寄宿家庭. 第一部 / 雪倫湖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9 .-- 1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119-89-4 (平裝) NT$27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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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 : 馬斯多塔 / 約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0 .-- 194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4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1-1 ( 平 裝 ) 

NT$250  

 863.57  

手心的薔薇 / 恆思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恆思榆, 10909 .-- 448 面; 22 公

分 .-- (恆思榆作品 ; 10) .-- ISBN 978-

957-43-8032-9 (平裝) NT$500  

 863.57  

手心的薔薇 / 恆思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恆思榆, 10909 .-- 448 面; 22 公

分 .-- (恆思榆作品 ; 10) .-- 紀念特別

版 .-- ISBN 978-957-43-8033-6 (平裝) 

NT$500  

 863.57  

月光下的羊欄 / 楊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米國度,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 架 空 之 都 )( 青 文 學 書 系  ; 

MR011) .-- ISBN 978-957-9668-28-6 

(平裝) NT$240  

 863.57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 / 黃暐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70-

5 (平裝) NT$420  

 863.57  

不負白首 / 陳毓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360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4501) .-- ISBN 

978-986-5555-50-4 (平裝) NT$310  

 863.57  

月面戰境 / 王瀧 ISAO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0911 .-- 4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2-

5 (平裝) NT$300  

 863.57  

天選者. 5 : 組團打怪,怎麼總是配到

你?! / 貓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裝本出版 : 皇冠發行,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小說 ; 9) .-- ISBN 978-

986-99445-9-5 (平裝)  

 863.57  

白鶴行 / 言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0 .-- 228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50)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423-5 (平裝) NT$280  

 863.57  

血色夜想曲 / 月小伊著 .-- 初版 .-- [宜

蘭縣三星鄉] : 集合,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好好小說 ; 92)(集合書號 ; 

103) .-- ISBN 978-986-6466-33-5 (平裝) 

NT$399  

 863.57  

老枝伯仔 / 陳長慶著 .-- 初版 .-- 金門

縣金湖鎮 : 金門文藝雜誌, 10910 .-- 

23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57-

28793-4-4 (平裝) NT$400  

 863.57  

名為世界的地方  / 蕭培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371-

2 (平裝) NT$300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出版 : 蓋亞文化

發行 , 10910 .-- 272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9-) .-- ISBN 978-986-

98651-4-2 (第 4 冊:平裝) NT$240  

 863.57  

灶上生金 / 田芝蔓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320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4801) .-- ISBN 

978-986-5555-59-7 (平裝) NT$270  

 863.57  

改嫁娘子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出版 : 桃子熊工作室發

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

桃 ; 1458) .-- ISBN 978-986-335-630-1 

(平裝) NT$220  

 863.57  

我愛郭美玲 / 黃萱萱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9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0-0 (平

裝) NT$320  

 863.57  

赤瞳者. 2, 英雄 / 晨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1-1-2 (平裝) 

NT$320  

 863.57  

妖孽王子的救國日常. 3, 本應破滅的

未來 / 草草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11-0-5 ( 平 裝 ) 

NT$250  

 863.57  

奉子成婚才不要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50-0 (平裝) NT$190  

 863.57  

侘寂之路 / 妍音著 .-- 南投市 : 投縣

文化局出版 : 投縣府發行, 10909 .-- 

282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

叢書 ; 230)(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第

26 輯 ; 111) .-- ISBN 978-986-5422-43-

1 (精裝) NT$250  

 863.57  

帝王的微笑 / 衛齊亞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耕林,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286-750-1 ( 平 裝 ) 

NT$250  

 863.57  

拼字遊戲 / 維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0 .-- 220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42)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422-8 (平裝) NT$270  

 863.57  

*看見新世界 / 楊寒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06-3 (平裝) 

NT$250  

 863.57  

風流總裁夜夜愛  / 凌兮兮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47-0 (平裝) NT$190  

 863.57  

訂個嚐愛期限 / 君靈鈴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9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1-

7 (平裝) NT$290  

 863.57  

風臨火山 / 徐毅振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21-2 (平裝) 

NT$220  

 863.57  

娘子晚安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出版 : 桃子熊工作室發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60) .-- ISBN 978-986-335-632-5 (平

裝) NT$220  

 863.57  

消失的波洛克 / 泰瑞.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41) .-- 

ISBN 978-986-387-363-1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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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狼吻 / 藍色水銀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9 .-- 1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119-92-4 (平裝) 

NT$320  

 863.57  

特殊傳說. III / 護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1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505-4 (第 1

冊:平裝) NT$250  

 863.57  

鬼啊!師父 / 郭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M33) .-- ISBN 978-

957-32-8867-1 (平裝) NT$260  

 863.57  

師尊,求您行行好 / 翼翎著 .-- 臺南市 : 

瑞風文創,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490-5-3 (上冊:平裝) 

NT$300  

 863.57  

倪墨(Nima),誰的 : 一位心理師的小

說集 / 周牛莒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44)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418-1 (平裝) NT$250  

 863.57  

高齡求生 : 故事未了,黃昏已來 / 鍾文

音著 .-- 臺北市 : 大田,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智慧田 ; 116) .-- ISBN 

978-986-179-606-2 (平裝) NT$380  

 863.57  

莽夫求歡 / 莫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文

創風) .-- ISBN 978-986-509-156-9 (平

裝) NT$270  

 863.57  

將軍,夫人帶小金庫跑了 / 金晶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

室,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46-3 (平裝) NT$190  

 863.57  

國球的眼淚 / 秀霖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0910 .-- 230 面; 21 公分 .-

- (要推理 ; 79) .-- BOD 版 .-- ISBN 978-

986-6992-54-4 (平裝) NT$280  

 863.57  

殼 Another Girl / 楊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米國度,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 架 空 之 都 )( 青 文 學 書 系  ; 

MR012) .-- ISBN 978-957-9668-29-3 

(平裝) NT$240  

 863.57  

寒門女醫 / 夢南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296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5001) .-- ISBN 

978-986-5555-60-3 (平裝) NT$270  

 863.57  

富貴陶妻 / 陽光晴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9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3401) .-- ISBN 

978-986-5555-31-3 (平裝) NT$300  

 863.57  

詭軼紀事. 零, 眾鬼閑遊 / 笭菁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13) .-- 

ISBN 978-986-99310-5-2 ( 平 裝 ) 

NT$320  

 863.57  

聖戰. 7, 混沌之卷 / 天罪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四季國際,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天罪作品) .-- ISBN 978-

957-8661-38-7 (平裝) NT$229  

 863.57  

與妳的寂寞花火 / 希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288 面; 21 公

分 .-- (Po 小說 ; 50) .-- ISBN 978-986-

99230-3-3 (平裝) NT$280  

 863.57  

蒔花閨秀動京城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4401) .-- 

ISBN 978-986-5555-49-8 ( 平 裝 ) 

NT$270  

 863.57  

鳳英嫂 / 陳長慶著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65-5 (精

裝) NT$400  

 863.57  

網配之倒數歸零 / 接骨木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30) .-- ISBN 978-986-505-146-4 (平

裝) NT$250  

 863.57  

劍鬼姜小牙 / 郭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M34) .-- ISBN 978-

957-32-8868-8 (平裝) NT$280  

 863.57  

龍套少女要修仙! / 貓邏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05-6 (第

1 冊:平裝) NT$250  

 863.57  

縱谷之歌 : 寧靜部落中的溫柔守護

者 Pima / 蔡翠吟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1-0 (平

裝)  

 863.57  

繁花葬禮 / 班傑明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 (釀愛情 ; 6)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419-8 (平裝)  

 863.57  

鍾情 / 温暖暖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910 .-- 240 面; 21 公

分 .-- (夜幕低垂 ; 175) .-- ISBN 978-

986-98305-8-4 (平裝) NT$300  

 863.57  

總裁,夫人要跟你離婚 / 石秀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49-4 (平裝) NT$190  

 863.57  

瞬間正義 / 游善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0909 .-- 365 面; 21 公分 .-

- (鏡小說 ; 38) .-- ISBN 978-986-98868-

9-5 (平裝) NT$380  

 863.57  

總裁被甩不認帳 / 夜煒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48-7 (平裝) NT$190  

 863.57  

*魔族少女的藥引 / 花鈴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07-0 (第

1 冊:平裝) NT$240  

 863.57  

魑魅 魍魎 修理屋,營業中 / 決明 2.0

著 .-- [臺北市] : 決明 2.0,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12-

8 (平裝) NT$40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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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洲客家奇幻譚 : 茶與客 / 李知昂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0910 .-- 262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4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420-4 (平裝) NT$320  

 863.57  

十個害人精 / 陳廷鴻編寫 ; 郝麗珠

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0911 .-- 180 面; 21X21 公分 .-- (小魯

經典童話 ; KM03) .-- ISBN 978-986-

5513-97-9 (平裝) NT$300  

 863.596  

少年 ⱯI / 李郁棻著 ; 許育榮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79) .-- 

ISBN 978-986-450-317-9 ( 平 裝 ) 

NT$260  

 863.596  

月光下的藏人尋 / 陳怡如著 ; 吳嘉鴻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78) .-- ISBN 978-986-450-316-2 (平裝) 

NT$260  

 863.596  

仙島小學. 1, 桃花源大考驗 / 林哲璋

文 ; BO2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79-7 (平裝) 

NT$300  

 863.596  

仙島小學. 2, 再來仙島夏令營 / 林哲

璋文 ; BO2 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80-3 (平裝) 

NT$300  

 863.596  

回家 : 案簿錄.浮生 = ただいま。 / 護

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1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319-508-5 (第 1 冊:平裝) NT$220  

 863.596  

同畫世界 : 萌萌園長與他的七個顏

色 / 高雯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綵

灃文創, 10909 .-- 36 面; 30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9540-0-6 (精裝) 

NT$450  

 863.596  

我的名字叫希望  / 周姚萍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小魯兒童成長小說) .-

- ISBN 978-986-5513-93-1 ( 平 裝 ) 

NT$290  

 863.596  

*泡泡王的秘密  = Rahasia pangeran 

peniup gelembung / 周玲玲, 蘇寶玲印

尼語文稿 .-- 桃園市 : 桃市教育局,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中印對照 .-

- ISBN 978-986-5411-76-3 ( 平 裝 ) 

NT$250  

 863.596  

是誰惡作劇 / 周姚萍文 ; 王宇世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00-

7 (平裝) NT$250  

 863.596  

望安望安 / 許智瑋文字創作 ; 王翔捷

等繪圖 .-- 澎湖縣望安鄉 : 澎縣望安

國小, 10909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34-4 (精裝)  

 863.596  

教室裡有鬼 : 我才不是小氣鬼 / 李光

福作 ; 王秋香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58-1 (平

裝) NT$230  

 863.596  

落地生根 / 屈穎文 ; 劉思妤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勤誠興業, 10909 .-- 40

面 ; 19X2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17-0-8 (精裝) NT$399  

 863.596  

溼地奇案 / 周姚萍文 ; 王宇世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01-4 (平

裝) NT$250  

 863.596  

嘉仁的家人 = Keluarga kita / 林書羽

作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生活美學

館, 10910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26-0 (精裝)  

 863.596  

緣起千年 / 逐雲文圖 .-- 臺中市 : 美

伸文化, 10908 .-- 32 面; 22X22 公分 .-

- ISBN 978-986-99438-1-9 ( 精 裝 ) 

NT$280  

 863.596  

禮物 / 微笑先生文 ; 吳芬娘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0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7-3 (精

裝) NT$320  

 863.596  

星星也偷笑 : 桂文亞散文集 / 桂文亞

著 ; 王書曼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9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75-9 (平裝) 

NT$260  

 863.597  

亮晶晶 / Dr. M 文 ; Shiny Shoe 圖 .-- 

初版  .-- 屏東市  : 上醫囝囡診所 , 

10910 .-- 28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88140-6-6 (精裝) NT$60  

 863.598  

曹俊彥的想像力寶盒. 1, 特別的日子 

/ 曹俊彥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11 .-- 4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57-08-5630-9 (精裝)  

 863.598  

曹俊彥的想像力寶盒. 2, 大家真貼心 

/ 曹俊彥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11 .-- 4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57-08-5631-6 (精裝)  

 863.598  

曹俊彥的想像力寶盒. 3, 想出好點子 

/ 曹俊彥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11 .-- 4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57-08-5632-3 (精裝)  

 863.598  

AQ 繪本 : 得不到也沒關係 / 岑澎維

文 ; 黃雅玲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32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35-

85-8 (精裝) NT$350  

 863.599  

AQ 繪本 : 愛哭也沒關係 / 岑澎維文 ; 

奇亞子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091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35-84-1 (精

裝) NT$350  

 863.599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 2, 牛轉乾坤福氣

來 / 顏志豪文 ; 黃志民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1 .-- 40 面; 28

公分 .-- (小魯原創繪本 ; 70) .-- ISBN 

978-986-5513-89-4 (精裝) NT$350  

 863.599  

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羊兒 / 妙蒜小農

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910 .-- 56 面; 23X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015-4-3 (精裝)  

 863.599  

小飛的冒險之旅 / 吳睿綸圖.文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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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1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5425-60-9 (精裝)  

 863.599  

小野狼的繩子 / 王元容作 ; 陳維霖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08-1 (精裝) 

NT$300  

 863.599  

小燕子找新家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 10911 .-- 32 面 ;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54-11-8 (精裝)  

 863.599  

小瓢蟲小點兒 / 王元容文 ; 洪文卿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 

10911 .-- 2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15-9 ( 平 裝 ) 

NT$120  

 863.599  

小螞蟻與彩虹橋 / 張笑笑劇本改編 ; 

羅家琦繪 .-- 初版 .-- 桃園市 :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10910 .-- 

20 面; 21X30 公分 .-- 正確職業觀念

教育繪本;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441-96-8 (精裝)  

 863.599  

天之禮 燈致災 / 林千又, 張丞昀, 陳

恩侑文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 

10909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69-9 (精裝)  

 863.599  

牛車吔故鄉 : 林園潭頭社區; 林內天

地掃之旅 / 潭頭社區樂活學堂, 林昀

芊等圖畫 ; 棉花糖故事團隊故事編

輯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市 圖 , 

10909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416-77-5 (精裝) NT$350  

 863.599  

木棉求生記 / 蘇品綸等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小 ,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5413-80-4 

(精裝)  

 863.599  

不給糖,就乖乖 / 林纓文 ; 陳致緯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40

面; 22X22 公分 .-- (繪讀) .-- ISBN 978-

957-14-6953-9 (精裝)  

 863.599  

永遠都是好朋友 / 謝楹霈文 ; 陳亞希

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 10909 .-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3-71-2 (精裝)  

 863.599  

好客旅館 / 翁淑慧圖.文 .-- 新竹縣竹

北市 : 竹縣環保局, 10909 .-- 2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1-

45-8 (精裝)  

 863.599  

好想一起吃飯 / 張簡駿凱, 潘俊喆文

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 10909 .-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

72-9 (精裝)  

 863.599  

走,去阿公家! / 彭筱蓉圖.文 .-- 竹北

市  : 竹縣環保局 , 10909 .-- 36 面 ;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421-48-9 (精裝)  

 863.599  

我的客家阿婆 / 張簡采君, 蘇玉珍圖.

文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環保局, 

10909 .-- 3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1-47-2 (精裝)  

 863.599  

我是第一名 / 田泱泱文 ; 王秋香圖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故事朗讀)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333-138-4 ( 精 裝 ) 

NT$280  

 863.599  

我家住在田中央 / 石麗蓉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44

面; 20X20 公分 .-- (小魯創作繪本 ; 

78) .-- ISBN 978-986-5513-96-2 (精裝) 

NT$320  

 863.599  

我都有看見唷 = Staring / 凃邑思文 ; 

張鈞婷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 

10909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74-3 (精裝)  

 863.599  

阿公的藏寶圖 / 陳可容, 許佳欣文.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藝 術 館 , 

10910 .-- 40 面; 21X29 公分 .-- (南海

藝教叢書 ; 17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0-61-7 (平裝) NT$350  

 863.599  

阿中做豆腐 / 孫婉玲作 ; 姜春年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04-3 (精裝) 

NT$300  

 863.599  

明天就出發 / 林小杯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10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627-8 (精裝) 

NT$280  

 863.599  

金門防疫大作戰 / 陳蘋妤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910 .-- 32 面; 

25X25 公分 .-- (南海藝教叢書 ; 173)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0-38-9 

(平裝) NT$280  

 863.599  

妹妹的秘密衣櫥 / 林尚錞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910 .-- 24 面; 

28 公分 .-- (南海藝教叢書 ; 174)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460-39-6 (平裝) 

NT$210  

 863.599  

耶!找到了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911 .-- 32 面; 26X24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4-

13-2 (精裝)  

 863.599  

洋洋的紙箱子 / 鄒敦怜作 ; Croter 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1 .-

- 3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09-0 (精裝) NT$280  

 863.599  

怎麼還不長大 / 王元容作 ; 陳維霖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06-7 (精裝) 

NT$300  

 863.599  

甚麼聲音? / Dr. M 文 ; 蔡琇婷圖 .-- 初

版 .-- 屏東市 : 上醫囝囡診所, 10910 .-

- 28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

88140-7-3 (精裝) NT$60  

 863.599  

紅蘿蔔的煩惱 / 蔡珮瑤文 ; 許臺育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故事朗讀)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33-139-1 (精裝) 

NT$280  

 863.599  

馬幸.露袞的紋面 / 林家同等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小,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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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5413-78-1 

(精裝)  

 863.599  

神奇的千斤頂 / 陳芓予, 謝庭媗, 周宜

錚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縣環保局, 10909 .-- 1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

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5425-61-6 

(精裝)  

 863.599  

神祕禮物 / 孫婉玲作 ; 陳維霖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05-0 (精裝) NT$300  

 863.599  

害羞的珊珊 / 劉書瑜作 ; 鄭雪芳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07-4 (精裝) 

NT$300  

 863.599  

烏龜慢慢找工作 / 蕭維欣作 ; 楊子葦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小康軒繪

本館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46-10-6 (精裝) NT$280  

 863.599  

國王的鞋子 / 王元容作 ; 卓昆峰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09-8 (精裝) 

NT$300  

 863.599  

動物玩遊戲 / 陳志冠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910 .-- 20 面; 28 公

分 .-- (南海藝教叢書 ; 172) .-- ISBN 

978-986-5460-37-2 (平裝) NT$175  

 863.599  

鳥兒築巢 / 王元容作 ; 劉伯樂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10-4 (精裝) NT$300  

 863.599  

這個可以吃嗎? / 林柏廷作 .-- 二版 .-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32 面; 

16X16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10N) .-

- ISBN 978-986-5513-95-5 ( 精 裝 ) 

NT$290  

 863.599  

開心農場 / 張簡采君文.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出版 : 新北市政府發

行, 10909 .-- 24 面; 30 公分 .-- 109 年

度新北市環境教育繪本徵選 .-- ISBN 

978-986-5413-70-5 (精裝)  

 863.599  

開心農場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0911 .-- 32 面; 26X24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4-

12-5 (精裝)  

 863.599  

雲林古坑 : 螢火蟲的夏夜舞會 / 陳逸

慈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縣環保局, 10909 .-- 1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

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5425-58-6 

(精裝)  

 863.599  

黑呼呼 = My anxiety / 巫佳蓮文.圖 .-- 

初版 .-- 桃園市 : 巫佳蓮, 10910 .-- 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1-

5 (平裝) NT$250  

 863.599  

渡海去探險 / 王元容文 ; 劉伯樂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11 .-

- 2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16-6 (平裝) NT$120  

 863.599  

*菜鳥農夫 = Chú nông dân nhỏ / 賴佳

穎等劇本 ; 賴佳穎等繪圖 ; 黃越紅, 

黎謹華越南語文稿 .-- 桃園市 : 桃市

教育局, 10909 .-- 21 面; 21X30 公分 .-

- 中越對照 .-- ISBN 978-986-5411-77-0 

(平裝) NT$250  

 863.599  

蛙蛙!哇哇! / 王尹伸文.圖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環保局, 10909 .-

- 13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

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5425-59-3 (精裝)  

 863.599  

節能減碳 Cool 遊戲 / 洪郁凱等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

小,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

意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5413-

81-1 (精裝)  

 863.599  

媽媽好菜 / 許麗萍文 ; 陳愛斯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29-580-7 (精裝) NT$250  

 863.599  

新說台灣民間故事 : 虎姑婆 / 幸佳慧

文 ; 潘家欣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

山社, 10910 .-- 5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94-263-5 (精裝) NT$340  

 863.599  

想睡覺的胖胖 / 孫婉玲作 ; 陳維霖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11-1 (精裝) 

NT$300  

 863.599  

對你說一百次謝謝 / 潘美慧文 ; 熊育

賢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546-11-3 (精裝) NT$350  

 863.599  

圖書館密室逃脫 / 鄭威宥等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小,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意

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5413-79-8 

(精裝)  

 863.599  

榕樹上的神祕解藥  / 高廷耀等文 .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

小, 10910 .-- 24 面; 27 公分 .-- (班級創

意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5413-

77-4 (精裝)  

 863.599  

豬小弟蓋房記 / 張笑笑劇本改編 ; 薇

光年繪 .-- 初版 .-- 桃園市 :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10910 .-- 20

面; 21X30 公分 .-- (正確職業觀念教

育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441-95-1 (精裝)  

 863.599  

豬大嬸的蛋糕 / 王元容作 ; 朱因華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13-5 (精裝) 

NT$300  

 863.599  

誰吃了我的豌豆烤餅? / 尤依筑文 ; 

蔡豫寜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鳴個喇

叭文化工作室, 10909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521-0-1 (精裝) 

NT$480  

 863.599  

稻鄉 / 張祈真文.圖 .--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環保局, 10909 .-- 36 面; 3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1-46-5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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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9  

誰最大膽 / 王元容作 ; 姜春年繪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9 .-

- 24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12-8 (精裝) NT$300  

 863.599  

樹上的鄰居 / 唐翊航文 ; Elaine Liu 貓

精靈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環保局出

版 : 新北市政府發行, 10909 .-- 32 面; 

21X30 公分 .-- 109 年度新北市環境教

育繪本徵選 .-- ISBN 978-986-5413-73-

6 (精裝)  

 863.599  

貓奴容鼾睡 : 臺詩兒童繪本. 3 = biâu 

nô iông hān sùi / 施士洁等著 ; 王彥

鈞繪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911 .-

- 28 面; 18X27 公分 .-- (臺灣兒童文學

叢書 ; 2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32-150-5 (精裝) NT$180  

 863.599  

糖蜂仔 / 劉嘉琪(常慶)著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911 .-- 60 面; 21X30 公分 .-

- (苗栗縣文學集. 兒童文學創作集. 

2020 年) .-- ISBN 978-986-5420-47-5 

(精裝) NT$250  

 863.599  

薯條獅之我是小幫手  / 劉美琪文 .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 易

可數位行銷發行, 1091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711-9-8 (平裝) 

NT$320  

 863.599  

寶藏大追擊! / 詹仕靜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玉山社, 10910 .-- 56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986-294-262-8 (精裝) 

NT$360  

 863.599  

行孝繪本 : 客語民間文學故事選 = 

hangˇ hau fi bunˋ : hagˋ ngiˊ 

minˇ gienˊ vunˇ hog gu sii xienˋ / 

賴文英圖.文 .-- 初版 .-- 桃園市 : 賴文

英, 10911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8162-3 (精裝) NT$300  

 863.759  

鹽田.新美.葫蘆巷 台南作家追想曲 / 

顧蕙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 10910 .-- 292 面; 21 公分 .-- (博揚

人文系列 ; 87) .-- ISBN 978-986-7127-

86-0 (平裝) NT$350  

1.地方文學 2.報導文學 3.臺南市  

863.9/129  

西洋文學 

東方快車上的女人 / 琳西.珍恩.艾胥

佛(Lindsay Jayne Ashford)著 ; 楊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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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67) .-- ISBN 978-986-235-875-

7 (平裝) NT$380  

 873.57  

青 雲 之 路  / 傑 佛 瑞 . 亞 契 (Jeffery 

Archer)著 ; 尤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10 .-- 冊 .-- (春

天文學 ; 22-23) .-- ISBN 978-957-741-

297-3 (上冊 :平裝 ) NT$390 .-- ISBN 

978-957-741-298-0 ( 下 冊 : 平 裝 ) 

NT$390  

 873.57  

哈利波特. 3, 阿茲卡班的逃犯 / J.K.羅

琳(J.K.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512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4885

種)(Choice ; 335) .-- ISBN 978-957-33-

3609-9 (平裝)  

 873.57  

第 13 位陪審員 /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 楊沐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Mystery world ; MY0015)(艾

迪 .弗林系列  ; 4) .-- ISBN 978-986-

5509-45-3 (平裝) NT$420  

 873.57  

都柏林人 / 喬伊斯(James Joyce)著 ; 莊

坤良譯注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408 面; 21 公分 .-- (不朽

Classic) .-- ISBN 978-957-08-5626-2 (平

裝) NT$380  

 873.57  

衣裳小公主 / 蘇.希普文.圖 ; 沙永玲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0910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13-94-8 (精裝)  

 873.596  

一隻狐狸 / 凱特.瑞德作.繪 ; 東方編

輯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

方, 11002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338-359-8 ( 精 裝 ) 

NT$280  

 873.599  

小雲朵 / 安.布斯文(Anne Booth) ; 莎

拉.瑪西尼(Sarah Massini)圖 ; 海狗房

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36 面; 28 公

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986-

5503-86-4 (精裝) NT$320  

 873.599  

皮皮與波西 : 小蝸牛 / 卡蜜拉.里德

(Camilla Reid)文 ; 阿克賽爾.薛弗勒

(Axel Scheffler)圖 ; 酪梨壽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40 面; 

22X22 公分 .-- (iREAD) .-- ISBN 978-

957-14-6962-1 (精裝)  

 873.599  

我的超級好朋友 / 羅伯.哈吉森(Rob 

Hodgson)文.圖 ; 黃聿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40 面; 28 公

分  .-- (IREAD) .-- ISBN 978-957-14-

6964-5 (精裝)  

 873.599  

我會負責收拾好 / 莫娣.鮑威爾-塔克

(Maudie Powell-Tuck)作 ; 李察.斯麥思

(Richard Smythe)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0 .-- 32 面; 26X26 公

分 .-- (迷繪本 ; 60)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428-9 (精裝) NT$300  

 873.599  

南瓜湯 / 海倫.庫柏(Helen Cooper)文.

圖 .-- 五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

化, 10909 .-- 36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13-1-9 ( 精 裝 ) 

NT$390  

 873.599  

莫內與貓的奇幻旅程  / 莉莉 .莫瑞

(Lily Murray)文 ; 貝琪.卡麥隆(Becky 

Cameron)圖 ; 游珮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

- (iREAD) .-- ISBN 978-957-14-6952-2 

(精裝)  

 873.599  

創 造 我 們 的 未 來  / 奧 利 佛 . 傑 法

(Oliver Jeffers)文.圖 ; 游珮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10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762-696-7 (平裝) NT$360  

 873.599  

路易被吃掉了! / 約翰.法德爾文.圖 ; 

戴淳雅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88-7 (精裝)  

 87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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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妲 的 驚 喜  / 艾 琳 . 布 朗 (Eileen 

Browne)文.圖 ; 游珮芸翻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35-69-8 (精裝)  

 873.599  

蝸牛屋 / 艾倫.亞柏格(Allan Ahlberg)

文 ; 吉里安.泰勒(Gillian Tyler)圖 ; 周

逸芬譯 .-- 三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

英文化, 109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513-0-2 ( 精 裝 ) 

NT$350  

 873.599  

愛在黎明破曉時+愛在日落巴黎時+

愛在午夜希臘時  / 李察 .林克雷特

(Richard Linklater)等劇本 ; 穆卓芸, 謝

靜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0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4-3-7 (平裝) 

NT$550  

 874.55  

天地一沙鷗 / 李察.巴哈(Richard Bach)

作 ; 諾拉.瑞德(Nora Reid)繪 ; 謝瑤玲

譯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Retime ; 

24) .-- 全新結局完整版(新增收錄第

四部) .-- ISBN 978-986-361-916-1 (平

裝)  

 874.57  

死神的考驗 : 再追查下去,躺在驗屍

台 的 將 會 是 我  / Judy Melinek, T.J. 

Mitchell 作 ; 吳妍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言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驗屍官系列 ; 第二號) .-- 

ISBN 978-957-9094-86-3 ( 平 裝 ) 

NT$420  

 874.57  

沙丘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著 ; 顧備, 聞若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 家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Fiction ; 

10) .-- ISBN 978-957-9542-99-9 (平裝)  

 874.57  

沙丘六部曲  /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 蘇益群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 

10912 .-- 冊 .-- (Fiction ; 11-15) .-- ISBN 

978-986-5562-00-7 (全套:平裝)  

 874.57  

我的編輯是第一夫人賈桂琳 / 史蒂

芬 .羅利(Steven Rowley)著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39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957-08-5621-7 (平裝)  

 874.57  

非對稱 : 愚蠢或瘋狂,哪一個描述了

你 的 世 界 ? / 麗 莎 . 哈 利 迪 (Lisa 

Halliday)著 ;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Muses) .-- ISBN 978-957-05-

3289-0 (平裝) NT$400  

 874.57  

放學後的街口事件  / 傑森 .雷諾茲

(Jason Reynolds)著 ; 謝靜雯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35-78-0 (平裝) NT$300  

 874.57  

神棄之地 / 唐納.雷.波拉克作 ; 林立

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0909 .-- 464 面; 21 公分 .-- (春天

文學 ; 20) .-- ISBN 978-957-741-296-6 

(平裝) NT$320  

 874.57  

寂靜 / 唐.德里羅(Don DeLillo)著 ; 賀

景濱, 桐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瓶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5) .-- ISBN 978-986-406-203-

4 (精裝) NT$280  

 874.57  

福爾摩斯小姐. 3, 堅決谷謀殺案 / 雪

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 楊佳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Light ; 

15) .-- ISBN 978-986-319-507-8 (平裝) 

NT$340  

 874.57  

摯友 / 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著 ; 蘇瑩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寞,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Soul ; 

39) .-- ISBN 978-986-99244-0-5 (平裝) 

NT$380  

 874.57  

邊境. 3 : 盜心任務 / 伊洛娜.安德魯斯

(Ilona Andrews)著 ; 蔡心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Fever) .-- ISBN 978-986-

319-506-1 (平裝) NT$450  

 874.57  

老人同海 / 歐內斯特.海明威原著 ; 賴

文英客語四縣腔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賴文英, 10911 .-- 119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61-6 (精裝) 

NT$250  

 874.596  

我只是有一點點不同 : 我的聽力不

好,你願意接納我嗎? / 艾爾菲.尼森

作 ; 埃琳.范林登赫伊曾繪 ; 曾宇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11 .-- 32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

列 ; 112)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07-207-0 (精裝) NT$320  

 874.596  

我那特異的奶奶 / 瑞奇.派克(Richard 

Peck)作 ; 趙映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 (金獎小說系列 ; 513053) .-- ISBN 

978-986-338-355-0 (精裝) NT$260  

 874.596  

動物絕對不應該穿衣服 / 茱蒂.巴瑞

特文 ; 隆.巴瑞特圖 ; 沙永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0 .-- 40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13-

87-0 (精裝)  

 874.596  

聖 誕 寶 寶  / 史 塔 茲 曼 (Jonathan 

Stutzman)文 ; 海瑟弗斯(Heather Fox)

圖 ; 彭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 1091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5-4 ( 精 裝 ) 

NT$300  

 874.596  

遊戲現在開始 / 丹尼斯.馬基爾(Denis 

Markell)文 ; 卓妙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下系列 ; 60) .-- ISBN 

978-957-503-684-3 (平裝)  

 874.596  

綠野仙蹤 / 弗蘭克.鮑姆(Frank Baum)

著 ; Eason 繪圖 .-- [新北市] : 大智文

化,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5-4-5 (平裝) NT$300  

 874.596  

*敵人派 / 德瑞克.莫森(Derek Munson)

文 ; 泰拉.葛拉罕.金恩(Tara Calahan 

King)圖 ; 劉清彥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道聲, 109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00-309-9 ( 精 裝 ) 

NT$250  

 874.596  

魔咒不靈公主. 5, 意外的魔法旅行 /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E.D.Baker)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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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面; 21 公分 .-- (Plus 讀本 ; 11) .-- 

ISBN 978-957-521-424-1 ( 平 裝 ) 

NT$250  

 874.596  

上學的第一天,我的肚子裡有蝴蝶 / 

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文.圖 ; 黃筱

茵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 

10910 .-- 40 面; 23 公分 .-- (繪本夏令

營 ; 3)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6215-96-4 (精裝) NT$280  

 874.599  

不說不好聽的話 / 雅各.格蘭特(Jacob 

Grant)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

文化,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

本 ; 61)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427-2 (精裝) NT$300  

 874.599  

失落的一角 /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 林世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 (愛心樹 ; 7) .-- 中英雙語雋永

典藏版 .-- ISBN 978-957-9529-67-9 (精

裝) NT$360  

 874.599  

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 謝爾.希爾

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 林世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04 面; 21 公分 .-- (愛心樹 ; 8) .-- 中

英雙語雋永典藏版 .-- ISBN 978-957-

9529-68-6 (精裝) NT$360  

 874.599  

迷路小雞的城市冒險 : 看地圖和路

標好簡單 / 邵.瑞納(Shoo Rayner)作 ; 

王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11 .-- 32 面; 23 公分 .-- (童心

園 ; 10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07-209-4 (精裝) NT$280  

 874.599  

格魯特的玩雪日! / 布蘭登.迪南作 ; 

卡爾.艾特金森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1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17-44-1 (精裝)  

 874.599  

動物狂想曲 / 丹.布朗(Dan Brown)文 ; 

蘇珊.巴托利圖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48 面; 29

公分 .-- (藍小說 ; 296) .-- 注音版 .-- 

ISBN 978-957-13-8407-8 ( 精 裝 ) 

NT$499  

 874.599  

橘色 奇蹟  / 丹尼 .平克華特 (Daniel 

Manus Pinkwater)文.圖 ; 畢恆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36 面; 

23 公分 .-- (新家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8888-6 (精裝) NT$270  

 874.599  

湖濱散記 : 關於簡樸、獨立、自由

與靈性,梭羅獻給我們這個世代的心

靈筆記(當代經典<<華爾登湖>>全新

中譯本) /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果力文化,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90-6-9 (平裝) 

NT$400  

 874.6  

德文女老師 / 尤蒂特.W.塔須勒著 ; 

劉于怡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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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 (H+W ; 15) .-- ISBN 978-957-9447-86-

7 (平裝) NT$288  

 875.57  

六隻天鵝  / 安潔拉 .柯肯達布朗絲

(Angela Koconda-Brons) 繪  ; 葉 炯 明

譯 .-- 臺中市 : 自由心苑, 10909 .-- 24

面; 28 公分 .-- 摘自格林童話德文版 .-

- ISBN 978-986-94719-2-3 (精裝)  

 875.596  

威利找幸福 / 麗莎.維特(Lisa Wirth)

作 ; 黃淑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911 .-- 48 面; 30X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71-

258-9 (精裝)  

 875.599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 盛世教

育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笛 藤 , 

10911 .-- 332 面; 18 公分 .-- 中英法對

照限定書封版 .-- ISBN 978-957-710-

797-8 (精裝附光碟片) NT$300  

 876.57  

童話夢工場 : 美女愛野獸 / 維倫紐夫

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0 .-- 192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場 ; 4) .-- ISBN 

978-957-521-423-4 (平裝) NT$250  

 876.596  

雙面人 /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 東方編

輯部改寫 ; 吳健豐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亞森‧羅蘋傳奇系列 ; 17) .-

- ISBN 978-986-338-356-7 ( 平 裝 ) 

NT$260  

 876.596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 阿朗.賽赫

(Alain Serres) 文  ; 奧 黑 莉 婭 . 馮 媞

(Aurélia Fronty)圖 ; 陳怡潔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1 .-- 56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05-41-7 (精裝) 

NT$350  

 876.599  

為什麼會生氣? / 蘇菲.弗爾羅作 ; 朵

樂蒂.德蒙弗里, 索萊達.布拉沃圖 ; 許

若雲, 賈翊君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2-694-3 ( 精 裝 ) 

NT$280  

 876.599  

我不是企鵝媽媽! / 法蘭西絲卡.彼虹

文.圖 ; 潘小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光全人關懷, 10911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86-8 (精裝)  

 877.599  

害羞一族  / 西蒙娜 .希洛羅(Simona 

Ciraolo)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0 .-- 32 面; 29 公分 .-

- (iREAD) .-- ISBN 978-957-14-6959-1 

(精裝)  

 877.599  

農場運作 / Gabriele Clima, Giovanna 

Mantegazza 撰文 ; Marina Romagnoli, 

Laura Rigo 繪圖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

科技, 10911 .-- 20 面; 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42-06-1 (精裝)  

 877.599  

摩丑世代  / 聖雅各.羅倫佐(Santiago 

Lorenzo)著 ; 劉家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18) .-- ISBN 

978-986-507-204-9 (平裝) NT$320  

 878.57  

飛龍騎士. 6, 騎士的決勝之戰 / 安娜.

卡嵐(Ana Galán)作 ; 哈維爾.德雷加多

(Javier Delgado)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 (Much 讀本 ; 73) .-- ISBN 978-957-

521-425-8 (平裝) NT$220  

 878.596  

不一樣的禮物 / 瑪塔.阿茲科納(Marta 

Azcona)文 ; 羅莎.歐蘇娜(Rosa Osuna)

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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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文化, 10912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957-9125-98-7 (精裝)  

 878.599  

刺 蝟 的 家  / 安 赫 . 多 明 哥 (Ángel 

Domingo)文 ; 梅爾茜 .羅培茲(Mercè 

López)圖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奧林文化, 10912 .-- 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3-7-8 (精裝)  

 878.599  

可愛翻翻立體書 : 小紅帽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12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43-

758-2 (精裝)  

 879.599  

可愛翻翻立體書 : 三隻小豬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12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43-

757-5 (精裝)  

 879.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復活 / 列夫.托爾斯泰著 ; 劉文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 568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42) .-- 

ISBN 978-957-13-8395-8 ( 精 裝 ) 

NT$499  

 880.57  

動物是怎麼睡覺的? / 葉夫根尼婭 岡

瑟作 ; 納塔利婭 卡波娃繪 ; 林冠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11 .-- 48 面; 25X25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113)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07-208-7 (精裝) NT$320  

 880.599  

有一種母愛不存在 / 李奧諾拉.克里

斯蒂娜.斯科夫(Leonora Christina Skov)

著 ; 郗旌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89-3 (平裝) NT$400  

 881.557  

小白魚玩躲貓貓 /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 蘇家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10 .-

- 18 面; 22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76-2 (精裝) NT$250  

 881.7599  

魔法畫家何內先生 / 雷歐.提姆(Leo 

Timmers)文.圖 ; 謝蕙心翻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1 .-- 32 面; 

28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40-350-9 (精裝)  

 881.7599  

門 / 瑪格達.薩柏(Magda Szabó)作 ; 陳

佳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 

10910 .-- 2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98774-6-6 (平裝) NT$280  

 882.357  

我說話像河流 / 喬丹.史考特(Jordan 

Scott)作 ; 席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繪 ; 劉清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

光工作室, 10910 .-- 44 面; 23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736-1-1 (精裝) 

NT$400  

 885.3596  

什 麼 都 沒 有 王 國  / 羅 納 德 . 沃 門

(Ronald Wohlman)作  ; 狄倫 .休威特

(Dylan Hewitt)繪 ; 尉遲秀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1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05-39-4 (精裝) NT$350  

 885.3599  

我坐在琵卓河畔,哭泣。 / 保羅.科爾

賀(Paulo Coelho)著 ; 許耀雲譯 .-- 第

四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學人

生 ; BLH119) .-- ISBN 978-986-5535-

74-2 (平裝) NT$350  

 885.7157  

菲姬闖世界  / 坦姆辛 .雅努 (Tamsin 

Janu)著 ; 顏寧儀繪圖 ; 鄭榮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9-207-7 (平

裝) NT$300  

 887.1596  

在雲端之上 / 科茲亞.布雷特(Kezia 

Brett) 文  ; 馬 丁 娜 . 海 杜 克 (Martina 

Heiduczek)圖 ; 張家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 , 10912 .-- 40 面 ; 

25X27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7-

0 (精裝)  

 887.1599  

豬奶奶說再見 / 瑪格麗特.威爾德文 ; 

藍.布魯克斯圖 ; 柯倩華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32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338-

357-4 (精裝) NT$280  

 887.1599  

新聞學 

新聞編輯的表裡 = Behind the scenes 

of news editing / 黃彩雲著 .-- 高雄市 : 

黃彩雲, 10909 .-- 243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50-3 ( 平 裝 ) 

NT$500  

1.新聞編輯  893  

藝術類 

總論 

今日的藝術 / 岡本太郎作 ; 曹逸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

室,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0-7 (平裝) NT$320  

1.藝術  900  

現代主義 : 異端的誘惑 / 彼得.蓋伊

(Peter Gay)作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 

梁永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

化,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

986-360-162-3 (平裝) NT$700  

1.現代主義 2.藝術評論 3.十九世紀 

4.二十世紀  901.1  

裸樹與非雲 : 藝術創作腦中渾沌的

曝光 / 陳柏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18-2 ( 平 裝 ) 

NT$220  

1.藝術評論  901.2  

APERTURE 縫隙 : 紙的無限想像特

展 = Aperture : Boundless Imagination of 

Paper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纖

維工藝博物館, 10909 .-- 120 面; 33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30-0 (平裝) 

NT$3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  

秘密南方 : 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

及全球南方 = The secret south : from 

cold war perspective to global south in 

museum collection / 高森信男總編輯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北 市 美 術 館 , 

10910 .-- 248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59-29-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  

靈山行 = Journey to soul mountain = 

Vers la Montagne de l'âme / 高行健著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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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 .-- 167 面; 26X37 公分 .-- 中英

法對照 .-- ISBN 978-986-5624-65-1 (精

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2  

「小時候」展覽專輯+AR 擴增實境

互動體驗 / 劉俊蘭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美術館, 10910 .-- 36 面; 20X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11-

89-3 (平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中華文耀庚子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 

呂玉環作 .-- 新北市 : 中華文耀文經

交流協會, 10909 .-- 1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1939-4-8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生之禮讚 : 藍榮賢個展 = In Praise of 

Life : Lan Jung-Hsien Solo Exhibition / 

宋隆全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

局, 10909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6-7 ( 平 裝 ) 

NT$6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首屆國際

大展 : 七巧玲瓏 / 林進盛等文稿 .-- 新

北市  :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 , 

10910 .-- 160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99600-0-7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泡沫.再會.無聊.書寫 : 高俊宏早期創

作 檔 案 .Kao Junhonn art 

documents(1996-2000) / 高俊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

場, 10910 .-- 142 面; 22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97600-3-4 (平裝) 

NT$300  

1.現代藝術 2.行為藝術 3.作品集  

902.33  

宜蘭獎. 2020 = Yilan awards / 宋隆全

總編輯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18-28-1 (精裝) NT$7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美力拜拜 : 游孟書作品集 = Mei li 

bai bai Meng-shu You / 游孟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09 .-

- 8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064-3-2 (平裝) NT$699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南美展 :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八

屆 = 2020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68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 侯美雲主

編 .-- 臺南市 : 臺灣南美會, 10910 .-- 

19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5646-2-5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家書 = Letters to comrades / 邵永添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永添藝術, 

10911 .-- 618 面; 28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84-1-0 (精裝) NT$1899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埔鹽鄉藝術家聯展專輯. 第十八屆 / 

陳鈺昇總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埔鹽

鄉 : 彰縣埔鹽鄉公所, 10910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3-74-

2 (平裝) NT$28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第 7 輯 = The 

album of Art Exhibitions of Chien Hsin 

Art Gallery, 7 / 楊靜汶主編 .-- 桃園市 : 

健行科大, 10910 .-- 72 面; 24X26 公

分 .-- ISBN 978-986-6212-73-4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禽獸不如 : 台灣美術雙年展. 2020 = 

Subzoology : Taiwan Biennial. 2020 / 姚

瑞中專文撰稿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

館, 10910 .-- 496 面; 19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532-132-1 (經摺

裝) NT$9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大墩美展專輯. 第 25 屆 = The 

25th Da Dun Fine Arts Exhibition of 

Taichung City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

市 : 中市文化局 , 10910 .-- 279 面; 

25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5458-32-4 (精裝) NT$6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彰化縣磺溪美展 . 第 21 屆  = 21st 

Changhua Huang Si Art Exhibition / 張

雀芬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

縣文化局, 10910 .-- 20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77-3 (精裝) 

NT$36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凝聽白樺樹林的聲音 : 繪畫與眼淚

作品集 = 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birch 

forest painting and tears collection / 楊琴

詩.影像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277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7-6 (精裝) NT$30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環保創藝 化廢為寶 / 曾雅玲等作 ; 陳

玫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水月系列 ; 13)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726-93-5 (平裝) 

NT$320  

1.環境保護 2.廢棄物利用 3.藝術 4.

作品集  902.33  

*霧峰向日葵家園融合教育美展作品

集 / 黃宥明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09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75-5-1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你好,我是藝術家 : 普立茲藝評獎得

主寫給藝術家的 63 條生存守則,帶新

手入門探索、老手突破瓶頸,甚至解

惑人生,一本滿足 / 傑瑞.薩爾茲(Jerry 

Saltz)著 ; 吳煒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奇 点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1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8941-1-1 (平裝) NT$380  

1.藝術教育 2.藝術家  903  

南方田園紳士 : 劉啓祥的繪畫人生 ; 

勤奮的南方鬥士 : 莊世和的繪畫人

生 / 洪金禪文 ; 達姆圖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館, 10911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8-2 (精

裝) NT$599  

1.藝術教育 2.兒童教育 3.繪本  903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

畫 學 習 實 錄 . 108 年 度  = MOE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overseas study in 

arts and design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

位媒體設計系編輯 .-- 一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0 .-- 1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99-0 ( 平 裝 ) 

NT$360  

1.藝術教育 2.人才 3.培養  903  

駁二藝術特區藝術家進駐計畫 PAIR. 

2019 = Pier-2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 

2019 / 吳梅希, 黃靖茜文字編輯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市文化局, 10911 .-- 

9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

81-2 (平裝) NT$350  

1.駁二藝術特區 2.藝術館 3.藝文活

動  906.8  

臺灣畫廊.產業史年表. 1981-1990 / 鍾

經新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

家, 10910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0-9 (平裝) NT$680  

1.藝廊 2.產業發展 3.歷史 4.臺灣  

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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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傳統 / 岡本太郎作 ; 曹逸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

室,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1-4 (平裝) NT$360  

1.藝術史 2.傳統藝術 3.文化 4.日本  

909.31  

世界、東亞及多重的現代視野 : 臺

灣 藝 術 史 進 路  = The advance of 

Taiwanese history of art : the plural 

perspectivs of world, East Asia and 

modernity / 黃蘭翔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280 面; 

21 公分 .-- (臺灣藝術論叢) .-- ISBN 

978-986-532-156-7 (平裝) NT$700  

1.藝術史 2.臺灣  909.33  

展覽與時代 : 藝術展覽研究與臺灣

藝術史 = Exhibition and era : research 

of art exhibition and Taiwan art history / 

簡伯如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

美術館, 10911 .-- 335 面; 21 公分 .-- 

(臺灣藝術論叢) .-- ISBN 978-986-532-

157-4 (平裝) NT$700  

1.藝術展覽 2.藝術史 3.臺灣  909.33  

This is 高 更  / 喬 治 . 洛 丹 (George 

Roddam) 著  ; 絲 瓦 . 哈 達 西 莫 維 奇

(Sława Harasymowicz)繪 ; 何松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

歌發行, 10911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5) .-- ISBN 978-986-99305-3-

6 (精裝) NT$350  

1.高更(Gauguin, Paul, 1848-1903) 2.畫

家 3.傳記  909.908  

未完成,黃華成 = An Open Ending : 

Huang Hua-Cheng / 張世倫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459-19-2 (全套:

平裝) NT$1600  

1.黃華成 2.藝術家 3.手稿 4.藝術  

909.933  

生命.大覺.曾培堯 / 徐婉禎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35-2 (平裝) NT$600  

1.曾培堯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南島.熾情.吳炫三 / 陳長華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40-6 (平裝) NT$600  

1.吳炫三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島嶼.畫境.李義弘 / 吳繼濤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38-3 (平裝) NT$600  

1.李義弘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博涉.問道.杜忠誥 / 李思賢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43-7 (平裝) NT$600  

1.杜忠誥 2.畫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歲月.心痕.楊識宏 / 蕭瓊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42-0 (平裝) NT$600  

1.楊識宏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觀遊.諧趣.夏陽 / 劉永仁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32-136-9 

(平裝) NT$600  

1.夏陽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音樂 

音 樂 教 育 研 究 的 十 四 堂 課  = 

Encompassing music and the arts in 

education / 方銘健, 陳曉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陸書店,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061-78-

2 (平裝)  

1.音樂教育  910.3  

跨領域音樂教學 : 理論與實務 / 蘇金

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9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78-1-7 (平裝)  

1.音樂教育 2.教學理論 3.文集  

910.3  

當 代 五 大 音 樂 教 學 法  = The five 

dominant music pedagogical approaches 

/ 鄭方靖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

復文, 10909 .-- 4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6-230-0 (平裝) NT$580  

1.音樂教學法  910.33  

歌唱臺灣 : 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

變遷 / 陳培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遠足文化,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Belong ; 6) .-- ISBN 978-986-

99381-3-6 (平裝) NT$450  

1.音樂史 2.流行歌曲 3.臺語 4.臺灣  

910.933  

Nice Chord 好和弦 : 現代和弦、作曲

即興、鋼琴伴奏與技巧,Wiwi 為你簡

單拆解 80 道熱門樂理知識 / 官大為

(Wiwi)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77-930-7 (平裝) NT$450  

1.樂理  911  

聲樂管窺集 : 聲樂藝術散論 / 黃子珊

著 .-- 高雄市 : 黃子珊, 10909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3-

5 (平裝) NT$100  

1.聲樂 2.文集  913.07  

寶貝囡仔歌. 2 / 世一幼教組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6X24 公分  .-- (鄉土文學系列) .-- 

ISBN 978-986-429-583-8 (平裝附光碟

片)  

1.兒歌 2.童謠 3.臺語  913.8  

寶貝囡仔歌. 4 / 世一幼教組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6X24 公分  .-- (鄉土文學系列) .-- 

ISBN 978-986-429-584-5 (平裝附光碟

片)  

1.兒歌 2.童謠 3.臺語  913.8  

寶貝囡仔歌. 6 / 世一幼教組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1 .-- 24 面; 

26X24 公分  .-- (鄉土文學系列) .-- 

ISBN 978-986-429-585-2 (平裝附光碟

片)  

1.兒歌 2.童謠 3.臺語  913.8  

絕 境、曙 光音 樂家的 戰爭 迴響  = 

After daybreak music as the echo of wars 

/ 陳鈺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山

大學文學院, 10909 .-- 2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5-7-0 (精裝)  

1.小提琴 2.獨奏 3.樂曲分析  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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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

佩華, 10909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15-9 (平裝) NT$6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9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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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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何佩華譯 .-- 修訂一

版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37-

1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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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何佩華譯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6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38-8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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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74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39-5 ( 平 裝 )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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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4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40-1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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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4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41-8 ( 平 裝 )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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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何佩華譯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42-5 (平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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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何佩華譯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43-2 (平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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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

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44-9 (平裝)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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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高

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7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45-6 (平裝) 

NT$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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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瑪

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

(Edwin E. Gordon)作 ; 何佩華譯 .-- 高

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46-3 (平裝) 

NT$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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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

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9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50-0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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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49-4 ( 平 裝 ) 

N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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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68 面; 21X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51-7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0  

1.鋼琴 2.音樂教學法 3.教材  

917.105  

圖解類比合成器音樂創作法 / 松前

公高著 ; 陳弘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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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129-9 (平

裝) NT$650  

1.電子音樂 2.音效 3.編曲  917.72  

單簧管幻想曲研究 : 「夏日幻想」

葉明和單簧管獨奏會樂曲分析與詮

釋理念 = A study on clarinet fantasies : 

interpretive analyses of Min-Ho Yeh's 

Clarinet recital program : Fantasies in the 

Summertime / 葉明和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葉明和, 10911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29-9 (精裝) 

NT$400  

1.單簧管 2.樂曲分析  918.302  

琴殉 / 楊典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

鎮 : 木果文創, 10911 .-- 冊 .-- (Great_

經典 ; 1) .-- ISBN 978-986-96917-8-9 

(全套:精裝) NT$990  

1.琴 2.民俗音樂 3.文集  919.3107  

琴殉 / 楊典著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

鎮 : 木果文創, 10911 .-- 冊 .-- (Great_

經典 ; 1) .-- ISBN 978-986-96917-9-6 

(全套:精裝附光碟片) NT$1500  

1.琴 2.民俗音樂 3.文集  919.3107  

那 路 彎 的 好 難 走  = Makucingalre 

Kadalranane / 包勝雄作 .-- 初版 .-- 屏

東縣瑪家鄉 :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 10910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5-24-0 (平裝) NT$480  

1.原住民音樂 2.民族舞蹈 3.民族文

化 4.臺灣原住民  919.7  

建築 

MaMiUU 機器與心智國際建築工作

營  = Machina x Mind :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workshop MaMiUU / 渡邊

誠, 陳珍誠主編 .--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中心, 10910 .-- 106 面; 21X21

公分 .-- (淡江建築 ; TA010) .-- ISBN 

978-957-8736-66-5 (平裝) NT$24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TEAM20 建築與規劃新人獎. 2020 / 

樺晟集團編著 .-- 臺北市 : 樺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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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樺晟集團, 皇延創新, 兩岸城鄉

統籌規劃暨產業聯合會發行, 10910 .-

- 3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

95842-3-4 (精裝) NT$12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3.文集  

920.25  

亞洲華人建築保存與再生的新科技

應用 : 亞洲華人建築國際設計工作

坊 作 品 集 . 2020 年  =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Asia : portfolio of 

interational design workshop on Asia 

Chinese architecture / 黃衍明責任編

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科大建築

室內設計系, 10909 .-- 57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026-4-9 (平裝) 

NT$6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亞洲華人建築文化、教育與產業國

際 研討 會論文 集 . 2020 年  =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of Asian 

Chines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黃衍

明責任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科大建築室內設計系, 10909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6-3-2 (平

裝) NT$400  

1.建築 2.文集  920.7  

老屋顏與鐵窗花 : 被遺忘的「台灣

元素」 : 承載台灣傳統文化、世代

歷史、民居生活的人情風景 / 辛永

勝, 楊朝景(老屋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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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分 .-- (旅人之星 ; 1066) .-- ISBN 

978-986-5509-44-6 (平裝) NT$520  

1.房屋建築 2.門窗 3.人文地理 4.臺

灣  928.33  

再造伊甸園 : 建構以文化精神為核

心之理想景觀藍圖 / 黃文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輔仁大學研究叢

書 ; 227) .-- ISBN 978-957-8843-59-2 

(平裝)  

1.景觀工程設計 2.文化景觀  929  

雕塑 

雕塑藝術. 2020 : 由傳統蛻變現代的

空間對話 : 臺中雕塑學會 34 週年會

員 聯 展  = Taichung Sculpture 

Association 34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 黃澤華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雕塑

學會, 10909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009-2-6 (平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  

康木祥 = Kang Muxiang / 康木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910 .-- 2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8-

6 (平裝) NT$15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8  

心之所向 / 渡邊文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維摩舍文教, 10910 .-- 20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89768-8-7 (平

裝) NT$1000  

1.木雕 2.作品集 3.日本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天韻 : 

陳文欽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

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0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5-1 (平

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從前有座桃花源  / 張婷雅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張婷雅, 10909 .-- 5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7444-1 (平

裝)  

1.木版畫 2.畫冊  937.1  

朱坤培茶碗創作展 / 朱坤培作 .-- 初

版  .-- [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 : 朱 坤 培 , 

10909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103-6 (平裝)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誘色年華 : 趙信男陶藝展 = Years in 

full colors : Chao Hsin-Nan Ceramics 

Exhibition / 趙永賀等執行編輯 .-- 臺

中市 : 趙信男, 10910 .-- 1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05-0 (平裝) 

NT$8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霽  : 台灣陶瓷學會主題展 . 2020 = 

Azure : 2020 Thematic Exhibition of 

Taiwan Ceramic Society / 王 怡 惠 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陶瓷學會, 

10910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042-4-2 (精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千古遠音漆藝展 : 台灣漆藝協會會

員聯展專輯. 2020 / 陳永興總編輯 .-- 

臺中市 : 台灣漆藝協會, 109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1444-5-

3 (平裝) NT$700  

1.漆藝 2.作品集  938.9  

書畫 

感覺不被愛的時候,就畫一棵樹吧 : 

跟著心理學博士畫樹木圖解讀內心

世界 / 嚴文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 (遠足心靈 ) .-- ISBN 978-986-508-

077-8 (平裝) NT$380  

1.繪畫心理學  940.14  

丹青耀風華 : 承繼/開創/膠彩藝術 / 

李貞慧, 林彥良, 魯漢平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藝 術 家 , 中 市 文 化 局 , 

10910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7-9 (平裝) NT$280  

1.膠彩畫 2.畫家 3.臺灣傳記 4.繪畫

史  940.933  

火舞 / 黃曉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2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1-

44-9 (平裝) NT$1000  

1.黃曉惠 2.畫家 3.自傳 4.臺灣  

940.9933  

金門的女兒 : 陳素民八十回顧 / 陳素

民口述 ; 洪春柳編著 .-- 初版 .-- 金門

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59-

4 (精裝) NT$400  

1.陳素民 2.傳記 3.畫家  940.9933  

看人.畫人.彭萬墀 / 陳英德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37-6 (平裝) NT$600  

1.彭萬墀 2.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前瞻.文墨.黃光男 / 廖新田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41-3 (平裝) NT$600  

1.黃光男 2.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鄉土.情懷.陳其茂 / 陳樹升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

家傳 記叢 書 ) .-- ISBN 978-986-532-

134-5 (平裝) NT$600  

1.陳其茂 2.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筆墨.詩境.周澄 / 黃冬富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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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6 公分 .--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叢書) .-- ISBN 978-986-532-139-0 

(平裝) NT$600  

1.周澄 2.畫家 3.臺灣傳記  940.9933  

中國水墨藝術之回顧與前瞻 : 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李婉慧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歐豪年文化

基金會, 10909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38-0-1 ( 平 裝 ) 

NT$500  

1.書畫 2.藝術評論 3.文集  941.07  

綠陰居士半樵吳望雲 : 詩書畫集 / 吳

鳳旗執行編輯 .-- 彰化縣田中鎮 : 吳

鳳旗, 10909 .-- 20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9-7 ( 精 裝 ) 

NT$1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 蒸 雲 洗 石  : 周 澄 八 十 回 顧 展  = 

Floating Clouds, Washing Stones : Chou 

Chen 80th Retrospective / 楊同慧總編

輯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10909 .-- 

195 面; 38 公分 .-- ISBN 978-986-532-

125-3 (精裝) NT$2500  

1.書畫 2.印譜 3.作品集  941.5  

觀 心 觀 自 在  : 鄭 定 國 書 畫 集  =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y 

Cheng Ting-Kua / 鄭定國創作 .-- 雲林

縣 斗 六 市  : 雲 林 科 大 藝 術 中 心 ,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026-5-6 (平裝) NT$5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胡筆標準 : 千百年來第一人,創造出

毛筆的標準 / 胡厚飛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18-7-1 (平

裝) NT$380 .-- ISBN 978-986-99018-8-

8 (精裝) NT$1200  

1.書法 2.毛筆  942  

從書跡還原書史 : 北宋新風在明代

松江的遙傳 / 高明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文豐, 10910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7-2323-5 (平裝)  

1.書法 2.歷史 3.中國  942.092  

會畫直線就會寫 : 掌握畫線技巧 x 立

即寫出美文字 / 愛生活編輯部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11 .-

- 96 面 ;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225-7-9 (平裝)  

1.書體  942.1  

一起來學手寫英文藝術字 / 蘿拉.拉

曼德(Laura Lavender)等作 ; 方慈安, 

陳思穎, 簡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2-8869-5 (平裝) NT$350  

1.書法 2.美術字 3.英語  942.27  

<<山谷題跋>>編年校注 / 黃啟方編

年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3-5-1 (平裝) NT$600  

1.書法 2.題跋  943.3  

<<東坡題跋>>編年校注 / 黃啟方編

年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3-6-8 (平裝) NT$600  

1.書法 2.題跋  943.3  

金石之契 : 陳俊光書法篆刻集 / 陳俊

光總編輯 .-- 屏東市 : 清翫苑懷謙文

化藝術, 10909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11-1-0 ( 平 裝 ) 

NT$500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5  

林慶文書法 : 茶餘集 = Collection of 

Lin Ching-Wen's calligraphy art : write a 

leaf of paper / 林慶文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910 .-- 13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13-4-4 (平裝) 

NT$9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曾薀玉 85 書法集 / 曾薀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之美藝術, 10910 .-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6799-9-2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鸞舞龍翔 : 2020 曾安田八十書法個

展 作品集  = Zeng An-Tian Aged 80 

Calligraphy Solo Exhigition / 曾安田著

作 .-- 新北市 : 曾安田, 10910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36-

4 (精裝) NT$1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十月書跡懷舊夢 : 雄工校友書法聯

誼社 聯展作品專輯 = KIHS alumni 

calligraphy club exhibition collection 

album .-- 初版 .-- 高雄市 : 李營生, 

109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68-8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今古同秀 : 十秀雅集廿週年展 / 施筱

雲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十秀雅

集, 10909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839-1-8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墨香茶韻 翰海禪思 : 澹廬書會第五

十一、五十二次會員展作品合輯 = 

The 51-52nd exhibition of Dan-Lu 

Calligraphy Society / 胡大智等執行編

輯 .-- 新北市 : 澹廬書會, 10910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07-8-

5 (平裝) NT$1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練字 : 冠軍老師 戀練行書部首、應

用の練習帖 / 黃惠麗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910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18-6-4 (平裝) 

NT$100  

1.習字範本 2.行書  943.94  

練字 : 冠軍老師戀練行書基本連筆

の練習帖 / 黃惠麗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博思智庫, 10910 .-- 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18-5-7 (平裝) 

NT$100  

1.習字範本 2.行書  943.94  

中華民國工筆畫學會 30 週年紀念畫

冊 = Fine Line Painting Association Art 

Exhibition of 30th Anniversary .-- 初

版 .-- 臺北市 : 工筆畫學會, 10909 .-- 

12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80066-5-2 (平裝)  

1.工筆畫 2.畫冊  945.5  

林婉珍九十回顧展 / 林婉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160 面; 

30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90 種)(皇

冠藝廊 ; 11) .-- ISBN 978-957-33-3595-

5 (精裝) NT$12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乘物以游心  江素媚水墨畫創作  = 

Follow nature's laws, let minds wander 

freely-Chiang Su-Mei ink painting / 江素

媚作 .-- 新北市 : 江素媚,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4-

0 (精裝) NT$12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彩畫揚藝 : 高明珠膠彩之美 / 高明珠

作 .-- 桃園市 : 高明珠, 10909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3-

8 (精裝) NT$800  

1.膠彩畫 2.畫冊  945.6  

游墨唯美 : 周由美水墨畫展 / 周由美

作 .-- 臺北市 : 住邦佳士得國際資產, 

109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28-0-3 (精裝)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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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塵山房畫集 : 謝麗美作品.麗筆美

韻詩畫交輝 .-- 台北市 : 中華亞洲藝

術協會, 109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70-0-7 ( 平 裝 )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蔥蔥 : 黃琬玲 = The luxuriant forest : 

Huang Wanling / 黃琬玲作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10909 .-- 1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295-3-3 (平

裝) NT$800  

1.水墨畫 2.版畫 3.畫冊  945.6  

吉田誠治作品集&掌握透視技巧 / 吉

田誠治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1-4 ( 平 裝 ) 

NT$450  

1.繪畫技法  947  

一次讀懂西洋繪畫史 : 解密 85 幅名

畫,剖析 37 位巨匠,全方位了解西洋

繪畫的歷史 / 田中久美子堅修 ; 陳嫻

若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10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9-246-3 (平裝) NT$480  

1.繪畫史 2.西洋史  947.09  

凹凸女體繪畫祕訣 / 玖住作 ; 陳聖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7-638-3 (平裝) NT$380  

1.人體畫 2.女性 3.繪畫技法  947.2  

彩繪靜心胡娜庫許願本 / 陳盈君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漫遊

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0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393-4-1 (平裝) NT$340  

1.繪畫 2.畫冊  947.39  

幻獸獵人 : 印尼.妖精.瀕危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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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

寶 探 險 隊  ; 19) .-- ISBN 978-986-

99564-0-6 (平裝)  

1.漫畫  947.41  

狂戰士之種 : 馬來亞.魔豆.巨型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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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18) .-- ISBN 978-986-

99136-9-0 (平裝)  

1.漫畫  947.41  

尋龍歷險記. 3, 震怒咆哮的飛龍 / 林

詩敏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0 .-- 160 面; 25 公分 .-- (神秘

科學探險隊系列) .-- ISBN 978-957-

658-425-1 (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尋寶少年隊 : 青銅機甲 / 孫家裕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3-

756-8 (平裝)  

1.漫畫  947.41  

滲透次元壁 : 臺日漫畫美學當代藝

術特展 = Permeabl Dimension Wall : 

Taiwan-Japan Comic Aesthetics &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 梁晋誌

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9 .-- 104 面; 28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32-127-7 (平裝) 

NT$800  

1.漫畫 2.藝術展覽  947.41066  

史努比抱抱 : 寫給查理.布朗和他的

朋 友 們  / 安 德 魯 · 布 勞 納 (Andrew 

Blauner)編輯 ; 郭宣含, 鄭勝得翻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 300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67) .-

- ISBN 978-957-13-8384-2 ( 平 裝 ) 

NT$360  

1.舒茲(Schulz, Charles M., 1922-2000) 

2.漫畫 3.文集  947.4107  

台灣棒球漫畫史論 : 運動文學論集. 2 

/ 徐錦成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524-50-7 (平裝) NT$300  

1.漫畫 2.棒球 3.歷史 4.文集 5.臺灣  

947.4107  

圖像說故事與視覺敘事 / 威爾.艾斯

納(Will Eisner)著 ; 蔡宜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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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80-127-5 (平裝) NT$800  

1.圖像學 2.漫畫  947.4107  

恆 常 . 2020 : 黃 秋 月  = Chiou-Yue 

Huang / 黃秋月作 .-- 臺中市 : 黃秋月, 

109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93-0 (平裝) NT$800  

1.繪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7.5  

相遇 / 吳家慧圖.文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0910 .-- 142 面; 21X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

21-0 (平裝) NT$490  

1.繪畫 2.畫冊  947.5  

陳景容 86 回顧展 : 音樂、乞丐和信

仰的世界 =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Chen Ching-Jung at 86 : A World of 

Music, Beggar, and Religion / 陳景容

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10 .-- 

72 面; 25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58-27-0 ( 平 裝 ) 

NT$300  

1.繪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7.5  

*傑克、巨人與魔豆 = Jack,the giant 

and the beanstalk / 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910 .-- 68 面; 30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57-43-8077-0 (平裝) 

NT$8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每一天都是色鉛筆塗鴉日  / Amily 

Shen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03-9 (平裝) NT$350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948.2  

歐洲百年經典植物繪 : 花朵、草木、

果實......,50 種手繪植物名畫的細微

觀察與作畫祕訣  / 薇樂莉 .貝恩斯

(Valerie Baines)著 ; Monica Chen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点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41-2-8 ( 平 裝 ) 

NT$520  

1.鉛筆畫 2.植物 3.繪畫技法  948.2  

水彩的可能 : 桃園水彩藝術展. 2020 

= The Possibility of Watercolor : 

Taoyuan Watercolor Exhibition / 郭明福, 

洪明爵策展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0910 .-- 20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8-7 (平裝) NT$6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活用 3 色 畫出百變細膩水彩畫 / 小

林啟子作 ; 劉蕙瑜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01-443-9 (平裝) 

NT$38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畫出人物之美 / 查爾斯.雷德著 ; 陳琇

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11-43-2 (平裝)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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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水彩之旅 / 麥可.里爾登(Michael 

Reardon)作 ; 陳琇玲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 

10910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511-40-1 (平裝) NT$55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地平線 : 陳明德創作個展輯 / 林如玉

主編 .-- 新竹縣竹北市 : 薩摩亞商一

諾藝術, 10910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007-4-5 (精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 2020 展覽 : 繪畫之美為你祝福

2020.05.26-2020.06.20 =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troduciton 

to the Exhibition at the Art Center : 

Exhibition of 2020 : With Beauty of 

Paintings Sent the Blessings / 陳向濂, 

倪玉珊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

大, 109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56-2-6 (精裝) NT$1000  

1.油畫 2.膠彩畫 3.畫冊  948.5  

*悠遊於形色樂章 : 陳銀輝 90 回顧展 

/ 張大春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09 .-- 9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23-2 (精裝) 

NT$3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愛 .無盡  : 張淑芬個展  = Boundless 

love : solo exhibition of Sophie Chang / 

潘襎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美

館, 10909 .-- 8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43-6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粉彩 Fun 心畫 : 30 天的內在療癒塗

鴉 / 周詠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

藍出版,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507-9-9 ( 平 裝 ) 

NT$460  

1.粉彩畫 2.繪畫技法  948.6  

愛上和諧舒壓粉彩畫 / 立花千榮子

著 ; 劉蕙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 109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2-2 ( 平 裝 ) 

NT$350  

1.粉彩畫 2.繪畫技法  948.6  

超現實主義宣言  / 安德列 .布勒東

(André Breton)著 ; 袁俊生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1 .-- 240 面; 21 公

分 .-- (時代感 ; 11) .-- ISBN 978-986-

344-835-8 (平裝) NT$300  

1.超現實主義 2.現代藝術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口罩風景 = Masked : speechless / 游本

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游本寬, 

109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30-2 (精裝) NT$800  

1.攝影美學 2.藝術哲學  950.1  

臺灣近代攝影藝術史概論 : 1850 年

代至 2018 年 / 姜麗華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臺灣藝大, 109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0-1 (平裝) 

NT$650  

1.攝影史 2.臺灣  950.933  

攝影藝術與生活 / 劉祥祥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18-7 (平裝)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952  

台灣絕景 100 攝影課 : 雲海、銀河、

晨昏、夜景、四季、山中祕境 / 吳

孟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Taiwan 

Creations ; 5) .-- ISBN 978-986-336-405-

4 (平裝) NT$450  

1.攝影技術 2.風景攝影 3.臺灣  

953.1  

谷莫尼的 LINE 貼圖設計. 第一輯. 

2018-2020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許玉青, 10909 .-- 1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26-8 ( 平 裝 ) 

NT$3000  

1.電腦繪圖 2.插畫 3.LINE  956.2  

絕讚背景插畫繪製. 2 : 以攝影概念表

現的描繪技法大公開 = Background 

illust coloring / garnet 著 ; 羅淑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

524-3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電腦繪圖 2.插畫 3.繪畫技法  

956.2  

成長. 2 : 印象觀音 : 觀音山與雲霧間

每天上演的是對生命的體悟 / 邱浩

彰著 .-- 新北市 : 邱浩彰, 10909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51-

0 (平裝) NT$300  

1.自然景觀 2.攝影集  957.2  

環礁秘。靜 : 東沙攝影集 = Mystic 

atoll, into the tranquility : photography of 

Dongsha / 黃俐瑋撰文 .-- 初版 .-- 高雄

市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0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17-5 (平裝) NT$400  

1.自然景觀 2.攝影集 3.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  957.2  

美麗梅山 / 葉和榮總編輯 .-- 嘉義縣

梅山鄉 : 梅山文教基金會, 嘉縣梅山

鄉公所,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1912-7-3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400  

1.人文景觀 2.攝影集 3.嘉義縣梅山

鄉  957.6  

追尋與再現 : 當代新聞攝影的凝視. 

2008-2020 = Recollection and 

revisual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emporary photojournalism / 莊坤儒

等作 .-- 臺北市 :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 

10909 .-- 16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86444-2-7 (平裝) NT$700  

1.新聞攝影 2.攝影集  957.8  

台灣水塔地景風貌 / 康原詩文 ; 郭澄

芳攝影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

文化發行,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9-1118-0 (平裝)  

1.攝影集  957.9  

映像臺北機廠 / 林宜潔作 ; 陳皇志, 

張聖志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10910 .-- 287 面; 

21X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145-

1 (精裝) NT$1500  

1.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廠 

2.建築攝影 3.鐵路車輛  957.9  

山水墨情 : 黃天成七十創作攝影集 / 

黃天成作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

館, 10910 .-- 216 面; 25X26 公分 .-- (文

化 藝 廊 ) .-- ISBN 978-986-5424-44-2 

(平裝) NT$800  

1.攝影集  958.33  

田名璋作品選集. 2014-2019 / 田名璋

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

學, 10909 .-- 115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1-4-7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石梯坪之詩 = Shihtiping / 楊琴圖.文 .-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77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60-2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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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樹林之詩 = Silver birch forest / 楊

琴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8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55-8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貝加爾湖之詩 = Lake Baikal / 楊琴圖.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93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54-1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青海之詩 = Qinghai / 楊琴圖.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91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57-

2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東海之詩 = Tunghai / 楊琴圖.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85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1-

9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呼倫貝爾之詩 = Hulunbeier / 楊琴圖.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8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53-4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長濱之詩 = Changbin / 楊琴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85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59-6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界 : 台灣當代攝影 / 郭英聲等著 ; 康

台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

城市文化, 10909 .-- 128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99064-4-9 ( 平 裝 ) 

NT$380  

1.攝影集  958.33  

南竿之詩 = Nangan / 楊琴圖.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55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58-

9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香格里拉之詩 = Shangri-la / 楊琴圖.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楊琴, 10910 .-- 

139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56-5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8.33  

遊目 = Nomadic eyes / 林予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光遷 ; 10) .-- ISBN 978-

986-99530-0-9 (精裝) NT$650  

1.攝影集  958.33  

廣角 40 : 廣角攝影俱樂部 40 週年影

展紀念專輯 / 陳芳明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廣角攝影俱樂部, 10910 .-- 

22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86656-1-3 (精裝) NT$1200  

1.攝影集  958.33  

親愛的_ / HUSH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8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13-8376-7 (平裝) 

NT$450  

1.攝影集  958.33  

鹹水煙 : 澎湖印記 = Salty mists : in 

memory of Penghu / 謝三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謝三泰, 10910 .-- 176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72-2 (精裝) NT$1500  

1.攝影集  958.33  

臺灣攝影家 : 莊靈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Chuang Ling / 孫維瑄專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 207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2-

155-0 (精裝) NT$980  

1.莊靈 2.攝影師 3.攝影集  959.33  

臺灣攝影家 : 游本寬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Ben-Kuan Yu / 許綺玲研究

主編兼主筆 ; 曾少千專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21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2-154-3 (精

裝) NT$980  

1.游本寬 2.攝影師 3.攝影集  959.33  

臺灣攝影家 : 關曉榮 = Photographers 

of Taiwan : Guan Xiao-rong / 馬國安專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1 .-- 207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32-153-6 (精裝) NT$980  

1.關曉榮 2.攝影師 3.攝影集  959.33  

複語 : 田名璋攝影創作論述 / 田名璋

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東華大

學, 10909 .-- 2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1-3-0 (平裝)  

1.田名璋 2.攝影作品 3.文集  959.33  

布列松 : 二十世紀的眼睛 / 皮耶.阿索

利納(Pierre Assouline)著 ; 徐振鋒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1 .-- 500 面; 21 公分 .-- 

(Beyond ; 9)(世界的 啟迪 ) .-- ISBN 

978-986-99381-1-2 (平裝) NT$480  

1.卡提-布列松(Cartier-Bresson, Henri, 

1908-2004) 2.攝影師 3.傳記 4.法國  

959.42  

工藝美術 

多媒材創作實務 / 林宇倩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10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588-4-

4 (上冊:平裝)  

1.設計 2.創意  960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國際競

賽研習營作品集. 2020-15th = Asakura 

Naomi memorial awar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orkshop portfolio / 曾薰誼

總編輯 .-- [臺南市] : 崑山科大視傳系, 

10909 .-- 1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8700-09-3 (平裝) NT$600  

1.視覺藝術 2.視覺設計 3.作品集  

960  

瑞士風格三十年 : 字體排印學月旦 / 

瑞 士 洛 桑 藝 術 設 計 學 院 (Ecole 

Cantonale D'Art De Lausanne)著 ; 郭騰

傑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1 .-- 276 面; 32 公分 .-- (時代

精神 ; FZ2006) .-- ISBN 978-986-235-

876-4 (精裝) NT$1200  

1.平面設計 2.字體 3.歷史  962.09  

版面研究所. 2 : 心動版面學 / ingectar-

e 著 ; 黃筱涵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創意家 ; 

37) .-- ISBN 978-957-658-423-7 (平裝) 

NT$380  

1.版面設計  964  

日本設計師才懂的-商業空間設計學 : 

100 位建築家&設計師、380 個台灣

都在學的日本商空實例一次網羅! / 

PIE 編著 ; 柯欣妤, 陳令嫻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7-9 (平裝) NT$699  

1.空間設計 2.室內設計 3.商店設計  

967  

在時代中綻放 : 全球華人傑出室內

設計金創獎得獎作品全集. 第九屆 / 

NAID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

聯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909 .-- 204 面; 33 公分 .-- ISBN 978-

986-98775-5-8 (精裝) NT$899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臺灣室內設計 50 年 卓越貢獻/卓越

成就 : 卓越 50.跨越 50.再造 50 / 陳銘

達等文案撰稿 .-- 臺北市 : 宏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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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192 面; 28X29 公分 .-- ISBN 

978-986-99599-0-2 (精裝) NT$1200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這是一本 SketchUp to LayOut 的書 : 

用一半時間畫兩套彩色施工圖 / 林

芷如著 .-- 臺中市 : 太陽系數位科技,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4755-7-0 (平裝) NT$980  

1.SketchUp(電腦程式) 2.室內設計 3.

電腦繪圖  967.029  

*臺南博物館節 : 2020 臺灣家具原創

展. II : 一建築一家具.整合設計 4.0:跨

域高階設計師家具研究班成果專輯. 

I = Taiwan Original Designed Furniture 

Exhibition. II : Furniture for Architecture 

Integrated Design 4.0 : Advanced Topic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Interdisciplinary 

Senior Designer of Art Appreciation / 盧

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 

10909 .-- 10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34-7-1 (平裝) NT$500  

1.家具設計 2.空間設計 3.作品集  

967.5  

摩瑟水晶. 2020 : 慕夏之戀 = Moser. 

2020 : the love of Mucha / 稅素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裕生活, 10909 .-- 

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105-

3-7 (平裝) NT$1000  

1.水晶 2.藝術 3.作品集 4.捷克  968  

打錫.陳萬能 : 人間國寶的錫藝人生 / 

陳志揚撰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10911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22-2 (精裝) 

NT$500  

1.陳萬能 2.臺灣傳記 3.金屬工藝 4.

錫工 5.作品集  968.5  

打錫化新境 : 陳志昇錫藝創作展 / 陳

志昇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

局, 10911 .-- 64 面; 27 公分 .-- (彰化縣

美術家接力展 ; 第 103 輯) .-- ISBN 

978-986-5423-76-6 (平裝) NT$250  

1.金屬工藝 2.錫工 3.作品集  968.5  

粧佛唐興閣黃德勝 / 博識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撰稿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0910 .-- 17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30-45-0 ( 精 裝 ) 

NT$400  

1.黃德勝 2.民間工藝 3.佛像 4.臺灣

傳記  969  

paiwan tjinenun 排灣族傳統織序 / 許

春美作 .-- 第一版 .-- [屏東縣來義鄉] : 

許春美(屏東縣) ; 臺東市 : 卡塔文化

工作室, 10910 .-- 144 面; 23X29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33-3 ( 平 裝 ) 

NT$1200  

1.編織工藝 2.排灣族  969.7  

技藝 

一花入魂 : 回到初心,和大師練習日

常插花 / 上野雄次著 ; 郭清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8873-2 (平

裝) NT$520  

1.花藝  971  

小桌花小瓶花  : 隨手花藝設計  = 

Small flower arrangement / 山本真美監

修 ; 洪于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4-6 ( 平 裝 ) 

NT$420  

1.花藝  971  

戲劇 

郎祖筠的 FUN 演生活學 / 郎祖筠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0 .-

- 240 面; 21 公分 .-- (#Forward ; 58) .-- 

ISBN 978-957-9314-72-5 (平裝)  

1.表演藝術 2.自我實現 3.成功法  

980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 : 走向 = Daguan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 

towards / 林慈音等作 ; 蔡明吟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 

10909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19-8-7 (精裝)  

1.表演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980.7  

舞台表演實務 / 施珮緹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9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40-6-

3 (下冊:平裝)  

1.表演藝術 2.舞臺藝術  981  

風華絕代 : 清末民初的三大京劇名

伶 / 楊二十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9 .-- 282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80-5 

(平裝) NT$360  

1.戲劇史 2.京劇 3.中國  982.7  

金掌獎歷屆得獎作品集(2007-2019) / 

李昭穎採訪撰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縣府, 10910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57-9 (平裝) 

NT$300  

1.布袋戲 2.戲劇史 3.臺灣  983.371  

中斷與連續 : 電影美學的一對基本

範疇 / 顏純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499 面; 23 公分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 ; 1702F03) .-- ISBN 978-986-

478-392-2 (平裝) NT$700 .-- ISBN 978-

986-478-393-9 (精裝)  

1.電影美學  987.01  

溫德斯談電影情感創作&影像邏輯 / 

文.溫德斯(Wim Wenders)作 ; 張善穎, 

蕭心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8-6 (平

裝) NT$38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溫德斯談電影觀看的行為 / 文.溫德

斯(Wim Wenders)作 ; 莊仲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9-3 (平裝) NT$42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蔡明亮的十三張臉 : 華語電影研究

的 當 代 面 孔  = Thinking with Tsai 

Ming-Liang : 13 fa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studies / 孫松榮, 曾炫

淳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

社, 109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14-46-8 (平裝) NT$680  

1.蔡明亮 2.電影片 3.影評  987.013  

台語片的魔力 : 從故事、演員、導

演到類型與行銷的電影關鍵字 / 林

奎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911 .-- 480 面; 23 公分 .-- (Misfits ; 

14) .-- ISBN 978-986-99347-2-5 (平裝) 

NT$600  

1.電影史 2.影評 3.臺灣  987.0933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活動企劃與管理 : 渡假飯店、

休閒農場理論與實務 / 蔡欣佑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92-4-7 (平裝) NT$400  

1.休閒活動  990  

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格認證指南  / 

李奇嶽等作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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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10909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5-7 (平裝) NT$250  

1.娛樂業 2.考試指南  991.1  

給咖啡店創業者的圓夢提案 / 龜高

齊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01-446-0 ( 平 裝 ) 

NT$380  

1.咖啡館 2.創業 3.商店管理  991.7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 十年馬戲夢 

= A decade of circus dream / 蔡瑞伶主

編 .-- 臺北市 : FOCA 福爾摩沙馬戲

團, 109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87-0-7 (精裝)  

1.雜技 2.表演藝術 3.文集  991.907  

智慧旅遊 : 旅遊多媒體應用 / 石岳峻

著 .-- 二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0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657-9-1 (平裝) NT$400  

1.旅遊 2.旅遊業管理 3.數位媒體  

992  

台灣觀光年報. 中華民國 108 年 = 

Annual report on tourism 2019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交通部觀光局

編 ] .-- 臺 北 市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10910 .-- 231 面; 29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31-184-1 (平裝) 

NT$400  

1.交通部觀光局  992.061  

觀光行政與法規 / 莊勝評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4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66-4 (平裝)  

1.觀光行政 2.觀光法規  992.1  

旅行業經營管理 : 基礎到進階完整

學習 / 張金明等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09 .-- 4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487-0 (平裝) 

NT$560  

1.旅遊業管理  992.2  

觀光與餐旅行銷 : 美學體驗、圖像

學習 / 曾光華, 饒怡雲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9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5-4-1 (平

裝)  

1.旅遊業管理 2.餐旅管理 3.行銷學  

992.2  

2020 SAS 認證!台灣最棒「農林漁牧」

漫漫遊 : 全台 72 家特色農場大公開,

探索生態、體驗鮮食、感受最接地

氣的四季小旅行! / 游文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 : 臺灣廣

廈發行, 10910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6-8 ( 平 裝 ) 

NT$400  

1.休閒農場 2.旅遊 3.臺灣  992.65  

我的第一本登山露營書 : 新手必備!

裝備知識 x 行進技巧 x 選地紮營全

圖解,一本搞定戶外大小事! / 栗山祐

哉監修 ; 徐瑞羚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蘋果屋, 10910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335-5-1 ( 平 裝 ) 

NT$320  

1.登山 2.露營  992.77  

迷宮 100 : 星際奇遇 / 啟得文化編著 .-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 10911 .-- 

108 面; 26 公分 .-- (益智教室 ; 21) .-- 

ISBN 978-986-98636-4-3 ( 平 裝 ) 

NT$249  

1.益智遊戲  997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6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1-491-6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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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6-33-8 (第 27

冊 :平裝 ) NT$149 .-- ISBN 978-986-

5516-37-6 (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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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6-32-1 (第 27

冊 :平裝 ) NT$149 .-- ISBN 978-986-

5516-36-9 (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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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6-35-2 (第 27

冊 :平裝 ) NT$149 .-- ISBN 978-986-

5516-39-0 (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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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6-34-5 (第 27

冊 :平裝 ) NT$149 .-- ISBN 978-986-

5516-38-3 (第 28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會動、會跳、還能飛!Minecraft 紅石

建築神奇機關大全 / カゲキヨ等作 ; 

王育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0-9213-3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純香手工蠟燭 = Candle works / 笹本

道子著 ; 吳芷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910 .-- 13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381-222-7 ( 平 裝 ) 

NT$380  

1.蠟燭 2.勞作  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คู่มอืสุขภาพเด็ก/ทบวงสุขภาพประชาชน 

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และสวสัดกิาร .-- 4th 

ed.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09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59-0 (平

裝) NT$12  

ไตห้วนัในหน่ึงนาท.ี 2020-

2021/บรรณาธกิาร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 Moon, Torie Gervais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8-

2 (平裝) NT$70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annual report. 2019/editor in chief 

Ho Kuang-Jen, Chen Rung-Jou .-- 臺北

市 : 法務部廉政署, 10909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5-1 (平

裝附光碟片) NT$330  

Andrew and the mushroom/邱芊纓圖.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65-5 (HTML)  

Beat the virus/魏子惠, 吳若華, 鄧羽芯

等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60-49-5 (HTML)  

Ben's friendship/劉詩葳, 蕭又嘉, 陳品

伃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60-25-9 (HTML)  

coup d'œil sur Taiwan. 2020-

2021/Rédaction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ward Moon, Torie 

Gervais .-- 1re éditio .-- 臺北市 :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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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23-6 (平裝) NT$70  

Dino's adventure/潘弈妤圖.文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81-5 

(HTML)  

Dino's trip/陳俐蓁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82-2 (HTML)  

Dreamer/簡冠昀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57-0 (HTML)  

ESBOZO DE TAIWANE. 2020-

2021/Redactores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 Moon, Torie Gervais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7-

5 (平裝) NT$70  

Garbage boy's magical journey/李丞媃, 

鄭羽彤, 蕭貝佳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41-9 (HTML)  

Grandma Attina’s secret/王妍涵等圖.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28-0 (HTML)  

Grandpa's reunion/周睿庭等圖 .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86-0  

Hey! Want a ride?/吳昕儒圖.文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64-8 

(HTML)  

Love can make things better/ 周 信 夫

(Joseph)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24-2 (HTML)  

MỘT THOÁNG ĐÀI LOAN. 2020-

2021/Biên tập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 Moon, Torie Gervais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9-9 (平

裝) NT$70  

On the way home/劉柏妤等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46-4 

(HTML)  

Our home/洪常淳, 紀童恩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80-8 

(HTML)  

SEKILAS TAIWAN. 2020-2021/editor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 

Moon, Torie Gervais .-- Edisi Pert .-- 臺

北市 : 外交部, 10910 .-- 92 面; 16 公

分 .-- ISBN 978-986-5447-24-3 (平裝) 

NT$70  

Star baby/李美昀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63-1 (HTML)  

TAIWAN AUF EINEN BLICK. 2020-

2021/Redaktion Jeff Lee, May Tseng, 

Jim Hwang, Ed Moon, Torie Gervais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21-

2 (平裝) NT$70  

Taiwan new year bird count annual report. 

2020/author Da-Li Lin et al. .-- 南投縣 :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109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40-7 (平

裝) NT$200  

Teddy Daddy/秦婕瑀, 馬端辰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29-7 (HTML)  

The bygone years/邱翊瑄等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53-2 

(HTML)  

The little dessert master/莊家涵圖.文 .-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66-2 (HTML)  

The mermaid/賴妍文, 劉子渘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79-2 (HTML)  

The promise/蕭悅琪等圖.文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54-9 

(HTML)  

The whale and the boy/游家華, 黃敏恩, 

李心瑜等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 , 1091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60-48-8 (HTML)  

Time factory/張育庭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67-9 (HTML)  

Tom wants to be an artist/邱靖芬, 邱品

皓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60-23-5 (HTML)  

Tortoise crisis/陳宣銘, 鍾秦陞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26-6 (HTML)  

Turn around/丁筱芸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60-0 (HTML)  

Wanna love and find love/蕭以涵, 吳虹

瑾, 李文薏等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47-1 (HTML)  

Water heritage: global perspectiv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uthor T.Ansari 

et al.; chief editor Tino Mager .-- 1st ed. .-

- 臺 中 市  :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 

10910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151-2 (精裝)  

Who is Duckie's friend?/陳庭葳, 林允

薰, 張洺裔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40-2 (HTML)  

Who is the winner?/葉宣妙等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27-3 (HTML)  

Знакомьтесь: 

ТАЙВАНЬ. 2020-

2021/Редакторы Мэй 

Цзэн, Джим Хуан, Эд 

Мун, Тори Джервис .-

- 1-е издани .-- 臺北市 : 外交

部, 10910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16-8 (平裝) NT$70  

一盞燈/黃品霓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42-6 (HTML)  

一顆鈴鐺/許宜蓁, 劉依凌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74-7 

(HTML)  

人魚之家/張語真等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50-1 (HTML)  

人與地方的經營: 高雄市社區大學 20

年回顧/李靖葦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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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6-8 (平裝)  

小水滴/辜馨樺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90-7 (HTML)  

小男孩/楊閎宇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56-3 (HTML)  

大頭日記/李宜臻, 張毓庭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83-9 

(HTML)  

小雞與兮兮/陳冠茹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91-4 (HTML)  

小蟹的家/敖瑋珊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32-7 (HTML)  

公共工程金雲獎成果專輯. 第五屆/

程頂嘉總編輯 .-- 第 1 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09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56-2 ( 平 裝 ) 

NT$300  

中華民國運動統計 . 109 年= Sports 

statistics/[教育部體育署編] .-- 臺北市 : 

體育署, 10910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1-04-1 ( 平 裝 ) 

NT$150  

不愛刷牙的阿肚/歐潔妤圖.文 .-- 臺

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70-9 

(HTML)  

台湾のしおり. 2020-2021/李家豪, 曽

雅頌, 黄之寅, Ed Moon, Torie Gervais

編集 .-- 初版 .-- 臺北市 : 外交部 , 

10910 .--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

5447-20-5 (平裝) NT$70  

*外食菜色紅黃綠辨識原則/潘文涵

總編輯 .-- 初版 .-- 苗栗縣 : 國家衛生

研究院, 10909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61-3 ( 平 裝 ) 

NT$100  

台越大不同/邱思涵, 陳宜玲, 黃宜萱

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96-9 (HTML)  

吊ㄍㄚ小子/林姵岑, 王佳恩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88-4 (HTML)  

冰火姐妹花/林欣儀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77-8 (HTML)  

安平警政紀實/余豐展, 潘顧天編輯 .-

- 臺南市  : 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 , 

10909 .--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30-44-3 (平裝) NT$25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科技

研發成果專輯. 109 年度/朱家德等作; 

賴佑宜總編輯 .-- 臺南市 : 農委會畜

試所, 10909 .-- 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8-4 (平裝) NT$300  

好高的大樓/李紹箔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71-6 (HTML)  

回憶中的家/黃筠庭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33-4 (HTML)  

守護和平與正義/周佳蒂, 董沛知, 林

佳儀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52-5 (HTML)  

你 有去過 回憶森 林嗎 ?/吳妮諺圖 .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78-5 (HTML)  

你很特別/黃筠珊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45-7 (HTML)  

我們是永遠的朋友喔!/木村芳禎, 林

佳伶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68-6 (HTML)  

我能做什麽/郭姵璇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43-3 (HTML)  

垃圾環境與守護鳥/溫婕茹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34-1 (HTML)  

兔兔北漂去/方榆茜, 邱薇凌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51-8 (HTML)  

波波的小藍傘/吳沛軒圖.文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93-8 

(HTML)  

怪盜/陳玉燕, 雷宥辰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30-3 (HTML)  

奇葩雙人組: 臺灣的驚奇之旅/嚴得

睿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60-55-6 (HTML)  

金漫獎頒獎典禮暨系列交流活動. 第

十一屆= the 11th Golden comic awards 

& connection+/陳瑩芳總編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文化部, 10909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31-

4 (平裝) NT$250  

青瞑蛇物語: 從曾文溪到南方水學的

100 個鏈結/王威鈞, 陳霈瑄, 何沛霖

撰文 .-- 臺南市 :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

局, 10909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0-5 (平裝)  

花蓮縣各鄉鎮統計彙編.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一 0 八年= the Township 

statistical abstract Hualien county 2019/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 花蓮縣 : 

花縣府, 10910 .-- 104 面; 6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1-8 ( 平 裝 ) 

NT$180  

享閱讀 心生活/臺南市立圖書館著 .-- 

一版 .-- 臺南市 : 南市圖, 10912 .-- 4

面; 4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46-

7 (精裝) NT$1200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 日,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AE7931 班機,ATR72-212A 型機,國

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6851,於下降

過程客艙短暫失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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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52-4 (PDF)  

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第 31 屆/張祐

瑄總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0910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

148-2 (平裝) NT$150  

相信希望/張祐娟, 羅翊靚, 林暄庭圖.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94-5 (HTML)  

珍愛/蔡秉蓉, 許庭瑜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73-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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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己/林詠芳, 郭潓琦, 陳詠惇圖.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97-6 (HTML)  

幽靈醬的要糖之旅/武若晴, 郭恩彤, 

王意涵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31-0 (HTML)  

神奇小馬/王玉晴圖.文 .-- 臺中市 :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92-1 (HTML)  

粉紅海豚逐夢記/洪韻晴, 洪偉哲圖.

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58-7 (HTML)  

祕密/謝家琪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89-1 (HTML)  

高雄港第二港口 /海軍大氣海洋局

編 .-- 第十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

洋局, 10911 .--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986-5446-49-9 (全開單張 ) 

NT$450  

桃園市社區環境空間營造計畫: 清淨

家 園 成 果 冊 . 108 年 度 = Taoyuan 

community 2019/涂智益總編輯 .-- 桃

園市 : 桃市都發局, 10909 .-- 14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11-79-4 (平

裝) NT$350  

*桃園市政府影像扎根 . 第二期: 非

「動」不可,桃園 e 畫築夢/林明裕計

畫主持 .-- 桃園市 : 桃市府, 10909 .-- 

冊 .-- ISBN 978-986-5411-75-6 (全套:

精裝) NT$250  

啊!火燒厝啊!/曾若家, 余俊毅圖.文 .-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44-0 (HTML)  

淡水河流域傳統合院民居與潛力文

資建築= Traditional courtyard houses 

and potenti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tectures in Tamsui River Basin/李

長蔚計畫主持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909 .-- 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19-9-4 (平裝)  

蛀牙記/林佳葳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60-87-7 (HTML)  

連江縣統計年報. 第二十二期. 中華

民國一 0 八年=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f Lienchiang County 2019/連江縣政府

主計處編輯  .-- 連江縣  : 連縣府 , 

10910 .-- 4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63-1 (平裝) NT$660  

*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 

109 年度: 動物用製造廠水系統查核、

系統設計及微生物確效試驗規劃/呂

理福, 李欣隆, 范原華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 10909 .-- 

11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49-

45-2 (平裝) NT$250  

*動物用藥品產業人員教育訓練講義. 

109 年度: 實驗動物 SPF 豬隻及中藥

檢驗規格簡介/方文德等作; 林俊達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

畜衛驗所, 10909 .-- 19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5449-42-1 ( 平 裝 ) 

NT$350  

球兒的改變/許藝薰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76-1 (HTML)  

基隆港及附近(野柳半島至深澳灣)/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十一版 .-- 高

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0911 .--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986-5446-

50-5 (全開單張) NT$450  

夠意思 GoEast/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

縣 : 東縣府, 10909 .-- 40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419-24-0 ( 平 裝 ) 

NT$100  

族語出列!教學手冊/劉明超, 蔣偉民, 

歐人豪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教育局, 10909 .-- 4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13-65-1 (平裝)  

問學. 第二十四期/薛慧綺等著; 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生學會

編輯組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國

文系, 10909 .-- 3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97-2-1 (平裝)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

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原文篇, 第 4 冊

1636-1637= De missiven van de VOC-

gouverneur in Taiwan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te Batavia IV 1636-

1637/江樹生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910 .-- 42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29-1 (精裝) 

NT$630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

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原文篇, 第 5 冊

1638-1640= De missiven van de VOC-

gouverneur in Taiwan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te Batavia V 1638-

1640/江樹生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910 .-- 405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30-7 (精裝) 

NT$630  

越南法國麵包的愛情/江妤彤, 薛伊

婷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60-59-4 (HTML)  

*稅務生活/ .-- 臺中市 : 中市地方稅

務局, 10909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26-3 (第 11 期:平裝)  

微笑基隆成果小冊: 基隆市社區規劃

師(建築師)駐地輔導計畫. 108 年度= 

Smiling Keelung handbook/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

公司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府, 

10910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17-14-7 (平裝)  

跟細菌 Say Goodbye/吳卉妤, 李偉萁, 

劉寶涵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98-3 (HTML)  

釉 彩 筆 下 的 青 春 = My youth 

accompanied by brush and glaze: ceramic 

paintings by Yuxuan Kang and 

Xiangyang Guo/林淑華主編 .-- 初版 .-

- 台中市 :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10909 .-- 7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9-0-9 (平裝) NT$450  

臺中.日日幸福: 臺中市都市發展年

報 . 2019= Urban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Taichung City/ .-- 臺中市 : 中市

都市發展局, 10909 .-- 1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31-7 (平裝)  

彰化縣托嬰中心標準化作業手冊/周

凱翎等編輯 .-- 第三版 .-- 彰化市 : 彰

縣府, 1091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78-0 (平裝附光碟片)  

語言與懺悔聖事系統:事件、協同、

語境= Язык и система 

таинства 

Покаяния: 

событийность, 

синергийиость, 

контекстуальнос

ть/柯瓊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

大斯拉夫語文系, 10909 .-- 2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247-8-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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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南 畫 世 代 動 畫 影 展 動 畫 專 刊 . 

2020= Tainan animation era festival/黃

國禮, 李雅雪, 劉千凡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府 , 10909 .-- 36 面 ;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0-42-

9 (平裝) NT$150  

臺語生活話/林麗黛, 許忠和文; 陳維

霖等圖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411-88-

6 (全套:精裝) NT$2100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年度報告. 2020/

林大利等作 .-- 南投縣 : 農委會特有

生物中心,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39-1 ( 平 裝 ) 

NT$200  

臺灣農業鏈結世界= Agriculture for 

the future linking Taiwan to the world/陳

駿季等編輯  .-- 臺北市  : 農委會 , 

10910 .-- 24 面; 14X19 公分 .-- ISBN 

978-986-5449-43-8 (精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300  

歐利!請聽媽媽的話/程羿雲圖.文 .-- 

臺 中 市  :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69-3 (HTML)  

影視業安全衛生宣導手冊= Safety 

and health guide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張智奇, 何崇銘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9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92-

0 (平裝) NT$200  

糖果妙妙屋/羅沛涵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75-4 (HTML)  

*講談基隆: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講

座紀錄/陳靜萍主編 .-- 初版 .-- 基隆

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0 .-- 4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7-13-0 (平裝)  

醫療保健服務業扎傷危害管理指引= 

Guidance on the hazard management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mong healthcare 

services industry/謝曼麗, 蕭淑銖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 勞研所 , 

10908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91-3 (平裝) NT$150  

獸王/陳奕寧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72-3 (HTML)  

壞孩子村莊/林于雰, 蕭悅僑, 劉昱秀

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0-95-2 (HTML)  

藝傳絕倫: 競賽活動暨租稅教育繪本

創作比賽作品輯/ .-- 臺中市 : 中市地

方稅務局, 10910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29-4 (平裝)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SUPER)數學. B4, 教學講義/廖志偉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19-070-5 (平裝)  

(SUPER)數學. C4, 教學講義/張明湘

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

074-3 (平裝)  

(好好學)數學. B, 學測總複習講義/黃

峻棋, 黃易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2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075-0 ( 平 裝 ) 

NT$388  

(新關鍵)圖解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普通高級中學)/林永專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8-

1 (平裝) NT$350  

(新關鍵)圖解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徐健倫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騰文化, 10909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7-4 ( 平 裝 ) 

NT$363  

(新關鍵)數學. A, 學測總複習講義/黃

峻棋, 黃易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2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076-7 ( 平 裝 ) 

NT$450  

123 日的淬鍊: 高中化學學測複習講

義/陳立偉, 劉獻文, 周俞伽著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7952-86-8 (平裝) NT$280  

123 日的淬鍊: 高中生物學測複習講

義/劉翠華, 蔡敏麗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87-5 (平

裝) NT$185  

123 日的淬鍊: 高中物理學測複習講

義/劉演文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

數位文化, 10911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7952-93-6 ( 平 裝 ) 

NT$300  

123 日的淬鍊: 高中數學 A 學測複習

講義/毛鏘淵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

景數位文化, 10911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7952-92-9 (平裝) 

NT$240  

Abc for you and me/editorial director 

Karen Huang .-- 1st ed. .-- 新北市 : 賴

世雄智網文教, 10910 .-- 36 面; 25X23

公分 .-- ISBN 978-986-5605-37-7 (平裝)  

*Damien the duck: student book. 1/chief 

editor e-learning section .-- 臺南市 : 人

上人文化, 109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11-32-0 (平裝)  

Damien the duck: student book. 3/chief 

editor e-learning section .-- 臺南市 : 人

上人文化, 10909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11-33-7 (平裝)  

EZ100 高中地理. 第二冊: 108 課綱、

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周鴻海等

編著; 周明總編輯 .-- 臺北市 : 華逵文

教科技,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0-7 ( 平 裝 ) 

NT$240  

EZ100 高中歷史講義. 第一冊: 108 課

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李子

欽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09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48-079-1 (平裝) NT$210  

Lectures on advanced calculus/Chung-

Cheng Kuo 著 .-- 3 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0909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3-0 (平裝)  

Practice TOEIC L&R test/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08 .-- 冊 .-- 

ISBN 978-957-8620-73-5 (全套:平裝)  

Practice TOEIC L&R test: answer 

guide/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冊 .-- ISBN 978-957-8620-74-

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

80-3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

8620-79-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57-8620-78-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77-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76-6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57-8620-75-9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57-8620-81-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57-8620-82-7 

(全套: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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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

學講義. II, 力學二與熱學/鄭呈因, 張

銘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10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9-8 (平裝) NT$300  

TOEFL 及 SAT 單字全能書: 九陰真

經/蘇子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蘇子

進, 109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87-9 (精裝) NT$550  

TOEFL 及 SAT 單字全能書: 九陽神

功/蘇子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蘇子

進, 109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086-2 (精裝) NT$550  

University general physics quizzes: 

electromagnetism 101/author Chih-Yueh 

Wang .-- 1st ed. .-- 桃園市 : 王致悅,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21-3 (PDF)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

完全攻略(地政士專用)/蕭強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9 .-- 6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47-7 (平裝) NT$630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

完全攻略(高普專用)/蕭強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 6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46-0 (平裝) NT$630  

小提琴樂團的飛行手冊 . 第三冊= 

Manual for flying in violinland. book 

three/林蔚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

亞文化,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7-0-0 ( 平 裝 ) 

NT$280  

上榜模板 民法物權/一芳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1-

9 (平裝) NT$400  

上榜模板 民總、債法/林葳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3-

3 (平裝) NT$600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動名詞= SAT 

grammar review: gerund/張維總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9 .-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

65-4 (平裝) NT$1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公民與

社會考科. 110/洪驛, 陳栩精編 .-- 新

北市 : 鶴立, 10911 .-- 2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978-54-8 ( 平 裝 ) 

NT$18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化學考

科. 110/江騏等精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49-4 (平裝) NT$19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生物考

科. 110/呂念宗, 何瑋靜精編 .-- 新北

市 : 鶴立, 10911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52-4 ( 平 裝 ) 

NT$2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物理考

科. 110/林冠傑, 林靖精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91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50-0 (平裝) NT$18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英文考

科. 110/吳少白編著 .-- 新北市 : 鶴立, 

109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51-7 (平裝) NT$25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數乙考

科. 110/王擎天等精編 .-- 新北市 : 鶴

立, 109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56-2 (平裝) NT$1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數甲考

科. 110/王擎天等精編 .-- 新北市 : 鶴

立, 109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55-5 (平裝) NT$120  

升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解題王: 歷史考

科 . 110/鄒臥龍 , 黃千嘉 , 周漢蓓精

編 .-- 新北市 : 鶴立, 109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53-1 (平

裝) NT$210  

文化人類學: 103-109 年高考、地特

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

作  .-- 五 版  .-- 新 北 市  : 黃 怡 雅 , 

10909 .-- 1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21-0 (平裝) NT$650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103-

109 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

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 五版 .-- 新

北市 : 黃怡雅, 10909 .-- 2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19-7 (平裝) 

NT$750  

文化行政類(本國文學概論)歷屆試

題精闢新解/吳姍姍編著 .-- 第三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15-9 (平裝)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103-109 年高

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

輯小組作 .-- 五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0909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20-3 (平裝) NT$630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劉文博著 .-- 七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10 .-- 6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1-9 (平

裝) NT$520  

水真好玩教師指引手冊/林玉菁課程

設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10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3-

14-2 (平裝) NT$250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知識圖解/

喬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9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17-0 ( 平 裝 ) 

NT$400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

題庫/喬伊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9 .-- 55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18-7 (平裝) 

NT$580  

中華電信特考: 行銷學(行銷管理學) /

馬可丁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58-03-1 (平裝)  

民法物權解題書/陳義龍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1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46-

3 (平裝) NT$550  

*民事訴訟法/林翔編著 .-- [第四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23-1 (平裝) NT$550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林翔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08-8 (平裝) NT$550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103-109 年高普

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五版 .-- 新北市 : 黃怡

雅, 10909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18-0 (平裝) NT$720  

司特: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16-3 (平裝) NT$560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

析/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 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1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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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986-523-125-5 (平

裝)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

潔 作業 (附 門市 服務 理論 )/林宜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0909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91-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

術科題庫解析/溫日川編著 .-- 八版 .-

- 新北市 : 科友, 10909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293-9 (平裝)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

(Windows 7/10+Word 

2010/2013/2016/2019 版)/佳彥資訊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22-4 (平裝)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奪照寶典/

寶鑑工作坊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27-9 (平裝)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103-109 年高

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

勝編輯小組作 .-- 五版 .-- 新北市 : 黃

怡雅, 10909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23-4 (平裝) NT$670  

生理學關鍵試煉房 3.0/黃彪著 .-- 臺

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0909 .-- 56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10-9-8 (平

裝) NT$500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公民/

廖震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58-07-9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國文

(閱讀測驗)/李杰編 .-- 八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8-6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甄試特考: 行

銷學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馬可丁

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

02-4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招考: 行政學(含

概要)/太閣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0909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4-8 (平裝)  

犯罪學(含再犯預測)主題式混合題

庫.110 版/何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4-513-2 ( 平 裝 ) 

NT$600  

*犯罪學高分示解. 110 版/王皓強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8 .-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09-5 (平裝) NT$620  

目擊者大地工程精解/歐陽編著 .-- 修

訂二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97-

0 (平裝) NT$600  

自來水招考: 化工裝置/葛洪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0-

9 (平裝)  

自來水招考: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

營業章程/胡劭安編 .-- 七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4-7 (平裝)  

地政士- 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526-2 (平裝) NT$600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 

2020 版/技能檢定研究室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43-1 (PDF) 

NT$580  

行政學: 全彩心智圖表/王濬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0-

2 (平裝) NT$450  

行政學百分百 (命題焦點暨題庫解

析)/陳真編著 .-- 第十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55-2 (平裝) 

NT$790  

各國人事制度/郭如意編著 .-- 第二十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10 .-- 9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51-4 (平裝) NT$660  

地毯式高中數學講義 1-2 冊/廖培凱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7952-94-3 (平裝) NT$230  

西餐烹調實習. 下/洪錦怡, 曾淑鳳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

298-7 (下冊:平裝)  

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張世旻, 王申長, 

李麗霞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廣懋, 

10910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689-5-2 (平裝)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 重點

整理+試題解析/柳威廷編著 .-- 第 30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8-

6 (平裝) NT$350  

技術士考試: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通關題解/王思科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0910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11-6 (平裝)  

攻略大法官解釋/保成法學苑編 .-- 二

十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9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

768-9 (平裝) NT$260  

攻略公法/保成法學苑編 .-- 二十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10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4-

1 (平裝) NT$360  

攻略分科六法/保成法學苑編 .-- 二十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81-769-6 (全套:

平裝) NT$1500  

攻略民事法/保成法學苑編 .-- 二十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10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5-

8 (平裝) NT$320  

攻略刑事法/保成法學苑編 .-- 二十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9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767-

2 (平裝) NT$28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

領域英文. B. 第四冊/曾麗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2-

3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

領域國文. 第四冊/顏瑞芳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3-0 (平

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

工. 下冊/吳啟瑞, 陳坤地, 陳麗瑄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28-6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機

電製圖實習/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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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9 .-- 

40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91-1-8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觀光餐

旅英語會話. 第二冊/吳妙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0-

9 (平裝)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法/保成法學

苑編 .-- 二十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7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1-766-5 (平裝) NT$280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謝劍平著 .-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424-4 (PDF) 

NT$680  

門市服務乙級: 創意檢定 Q&A/羅應

浮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427-5 (PDF) NT$550  

初等考試: 行政學題庫: 精選題庫.完

全攻略/太閣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0910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3-0 (平裝)  

社會工作實務 搶分題庫/陳思緯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

13-2 (平裝) NT$380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高分題庫/羅格

思, 章庠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9 .-- 4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20-3 (平裝)  

法學緒論(題庫+歷年試題)/章庠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21-0 (平裝)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警察編輯小組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10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19-7 (平裝)  

英文. 4(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黃玟君等編著; 林秀春主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1-2 (平

裝) NT$33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21(107-

109 年試題)/Jacob Wu, 楊華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4-

9 (平裝) NT$420  

研 究 所試 題 大補 帖 ( 計 算機 概 論 ). 

2021(107-109 年試題)/張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1-

8 (平裝) NT$26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管 理 學 ). 

2021(107-109 年試題)/張承, 趙敏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910-1 (平裝) NT$500  

指定科目考試化學考科歷屆試題總

覽. 110/王宇, 邱天合著 .-- 新北市 : 鴻

漸文化, 10910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0-8 ( 平 裝 ) 

NT$17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公民與

社會考科. 110/余紫瑛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0911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524-7-7 ( 平 裝 ) 

NT$18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生物考

科. 110/游夏等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

文化,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3-9 (平裝) NT$18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物理考

科. 110/林冠傑等合著 .-- 新北市 : 鴻

漸文化,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4-6 ( 平 裝 ) 

NT$15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英文考

科. 110/張翔, 林名祐, 陳思親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09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5-3 (平

裝) NT$185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數學乙. 

110/王擎天等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

化, 109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2-2 (平裝) NT$130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數學甲. 

110/王擎天等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

化,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4-1-5 (平裝) NT$135  

指定科目考試歷屆試題總覽: 歷史考

科. 110/葉施平, 劉河北合著 .-- 新北

市 : 鴻漸文化, 10911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524-6-0 (平裝) 

NT$170  

政府採購法重點統整+高分題庫/歐

欣亞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0 .-- 4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0-129-6 (平裝)  

政治學申論題庫: 20 組經典題型/劉

沛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9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33-0 ( 平 裝 ) 

NT$650  

食品加工. 下/施明智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05-2 (平裝)  

食品微生物/陳俊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9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06-9 (下冊:

平裝)  

品格 AI: 不插電樂學系列. 1/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 

10909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4161-4-7 (平裝) NT$500  

高中自然考科複習週記/溫良恭等編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7952-89-9 (平裝) NT$280  

高中英文學測粉絲團/林蕾伊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 

109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7952-91-2 (平裝) NT$300  

高中國文學測粉絲團/陳芷涵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 

1091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7952-90-5 (平裝) NT$280  

高考各國人事制度 . 110 版/白琳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5-7 (平裝) NT$620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能力評估測驗指

導手冊/周台傑編製 .-- 初版 .-- 彰化

縣 : 欣興, 10909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40-2-7 ( 平 裝 ) 

NT$200  

高效率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

祕笈(使用 Excel+Word 2016-Dataset 3

版)/李權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4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26-2 (平裝)  

高氧潛水 : 多項優勢的潛水方式= 

Nitrox diver/DIWA 編輯團隊編輯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易潛企業, 10909 .-

- 68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690-4-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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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分析/謝劍平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420-6 (PDF) NT$700  

高普考-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525-5 (平裝) NT$600  

高普考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

試題解題. 110 版/黃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30-9 (平

裝) NT$480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

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 110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53-8 (平裝) NT$600  

高普特考 : 英文/周文蒂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6-2 (平

裝)  

烘焙實務/丁秀娥, 何正雄, 黃美瑾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

304-5 (下冊:平裝)  

烘焙實務. 下/吳嘉琪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廣懋, 10910 .-- 2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9-6-9 (平裝)  

烘焙實務. 下(乙版)/周敦懿, 陳國勝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21-7 (平裝)  

高普審計學. 110 版/金永勝編著 .-- 第

二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44-6 (平裝) NT$680  

旅遊實務/楊正情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1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302-1 (下冊:平裝)  

國小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四冊/李勤

岸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

業, 10911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75-49-0 (平裝)  

國文(測驗)/金庸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27-

9 (平裝) NT$530  

國文(測驗)-司法特考用/金庸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28-6 (平裝) NT$530  

國文(測驗)-警察特考用/金庸編著 .-- 

第十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29-3 (平裝) NT$530  

國文.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語文領域)/盧姿吟等編輯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7-

7 (平裝)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14-9 (平裝) NT$560  

國民小學客家語. 第四冊/吳秀美等

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0911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50-6 (平裝)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四冊(臺羅版)/李

勤岸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

企業, 10911 .-- 14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6075-48-3 (平裝)  

常用內外科護理學技術/宛碧惠等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0909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76-

5-1 (平裝) NT$200  

基本電學/鄭才新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9 .-- 3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22-296-3 (下冊:平裝)  

基本護理學精選題庫/潘美蓉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華

格那企業,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702-9 ( 平 裝 ) 

NT$12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李齊編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22-4 (平裝) NT$650  

教育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高普

考專用)/喬伊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19-4 (平裝) 

NT$540  

教育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教甄

檢專用)/喬伊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20-0 (平裝) 

NT$520  

教育行政學/劉邵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36-1 (平

裝) NT$600  

教育法規/羅正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49-1 (平

裝) NT$580  

教 育法 規大 意 ( 初等 專用 )/羅正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48-4 (平裝) NT$580  

*專技高考: 工業安全技師歷屆考題

彙編/蕭中剛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6-5 (PDF) NT$450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A=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board 

games book A/ 瑪 麗 琳 . 樓 (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

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 .-- 修訂一

版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47-

0 (平裝) NT$300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

B=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board 

games book B/ 瑪 麗 琳 . 樓 (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

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 .-- 修訂一

版 .-- 高雄市 : 何佩華, 10910 .--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48-

7 (平裝) NT$300  

這是一本法學英文選擇題 /洸曦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14-4 (平裝) NT$450  

國際財務管理: 跨國企業之價值創造

/謝劍平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421-3 (PDF) NT$600  

教甄檢: 教育行政學/劉邵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35-4 (平裝) NT$600  

清潔隊員招考臺北市環保局儲備駕

駛甄試題庫/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05-5 (平裝)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化學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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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試題)/Kay, 張北城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9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5-6 (平

裝) NT$400  

這題會考!行政學大意/利澤, 子炘編

著  .-- 四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0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85-7 (平裝) NT$520  

這題會考!法學大意/Juster, 又新, 嘟

嘟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9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72-7 (平裝) NT$400  

超完整.公共管理/凌襄編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50-7 (平裝) NT$650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周

易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

文化, 109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13-7 (平裝) NT$450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周

易, 法夫子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10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212-0 (平裝) 

NT$450  

飲料實務/高琦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廣懋, 10910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9-4-5 (下冊:平裝)  

飲料實務/柯淑屏, 張嘉云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299-4 (下

冊:平裝)  

普通生物學. 4, 植物生理與動物生理. 

一= Biology/黃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

元進階智庫, 10909 .-- 51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6-0-4 (平裝) 

NT$600  

稅務法規/陳志愷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423-7 (PDF) NT$62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 第二冊/

朱朝君等編著; 蘇淑娟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20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36-2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第四冊/

顏瑞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4-6963-8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第四冊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2-

9 (平裝) NT$30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I, 力

學二與熱學, 教師手冊/王俊乃等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0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

691-0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A. 第四冊/陳

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9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73-6 (平

裝) NT$325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III, 化學

反應與平衡一, 課本/劉如熹等編撰; 

葉名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3-690-3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教師手冊. 

II,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

能/鍾楊聰等編撰; 胡哲明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2-7 (平

裝)  

掌握關鍵: 多元發展、多元探究: 世

界公民精選集. 108 學年度/清華附小

研究處彙編 .-- 1 .-- 新竹市 : 清大附

小, 10909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24-6-4 (平裝)  

就業安全制度/黎仁編著 .-- 3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43-9 (平

裝) NT$640  

勞資關係讀本/陸川編著 .-- 3 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42-2 (平

裝) NT$480  

電子學 /王金松 , 王凱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3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295-6 (下

冊:平裝)  

電子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鄭奇編著 .-- 3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9 .-- 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06-4 ( 平 裝 ) 

NT$650  

電子學實習/王金松, 賴錦瑞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297-

0 (下冊:平裝)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字語彙問題

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江山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2-0-1 (EPUB) 

NT$380  

解析克漏字/張文忠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及第, 10910 .-- 4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407-0-2 ( 平 裝 ) 

NT$460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卓如意編著 .-- 

43 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09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1-

6 (平裝)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含解答/卓如意

編著  .-- 43 版  .-- 新北市  : 松根 , 

109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4-3-0 (平裝)  

會計事務丙級學科超強解析/卓如意, 

高麗萍, 陳品茹編著 .-- 16 版 .-- 新北

市 : 松根, 109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2-3 (平裝)  

會計師: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0

版/文呈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41-5 (平裝) NT$700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

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 110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52-1 (平裝) NT$600  

會計師高等會計學 . 110 版/蕭靖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54-5 (平裝) NT$650  

會計師審計學. 110 版/金永勝編著 .-- 

第二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9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45-3 (平裝) NT$680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0 版/文呈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9 .-- 9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40-8 (平裝) NT$700  

會計學習題解答/吳嘉勳著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華泰,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17-1-6 (平

裝)  

會計學概要: 重點提示與試題解析/

黃美玲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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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6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94-4-7 (平裝)  

會計學解題攻略/陳世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0-

0 (平裝) NT$520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

歷年試題/鄭祥瑞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33-

3 (平裝)  

資訊管理: 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吳

仁和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422-0 (PDF) NT$620  

微處理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

與電子群)/張顯盛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9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20-0 (平

裝)  

農會招考: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胡

劭安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58-12-3 (平裝)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適用 C++/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1-7 

(PDF) NT$320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謝清祥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9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67-1 (下冊:平裝) NT$250  

管理學選擇題全解析/管仲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9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49-

4 (平裝) NT$360  

對話式: 高中數學 1-2 冊學測複習講

義/白德超, 葉晉宏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88-2 (平

裝) NT$235  

對話式: 高中數學 A 講義. 第四冊/葉

晉宏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

文化, 10911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95-0 (平裝) NT$395  

監獄行刑法逐條釋義. 110 版/何漢, 

黃如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10-1 (平裝) NT$650  

監獄行刑法測驗題庫. 110 版/何漢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12-5 (平裝) NT$550  

監獄學綜覽. 110 版/何漢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11-8 (平

裝) NT$620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林合懿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29-3 (平裝)  

廣告學/蕭富峰, 張佩娟, 卓峰志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26-8 (PDF) 

NT$650  

數位攝錄影實務/邱成順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07-6 (下

冊:平裝)  

課程教學與評量/黃天編著 .-- 七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21-7 (平裝) NT$620  

數學 B. 四(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領域)/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910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35-6-5 (平裝)  

閱讀的起點: 各類文本全面掌握/楊

可欣, 徐孟芳, 楊德威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0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85-1 (平

裝) NT$28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

版)/劉沛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37-8 (平裝) 

NT$55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

考版)/劉沛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32-3 (平裝) 

NT$550  

憲法題庫: 24 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

版)/劉沛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38-5 (平裝) 

NT$550  

選修公民與社會. I(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社會領域)/李酉潭主編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0909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140-7 (平裝)  

選修化學. II,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劉如熹等編撰; 葉名倉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

688-0 (平裝)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黃

業建等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1-4 (平裝)  

選修化學.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蘇

捷魁等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2-1 (平裝)  

選修化學. 三,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張

一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0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692-74-2 (平裝)  

選修化學. 四,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張

一知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0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692-75-9 (平裝)  

選修生物課本. II,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

體的構造與功能(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鍾楊聰等編撰; 胡哲明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9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89-7 (平

裝)  

機械概論(常識). 110 版 /陳廣明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 7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07-1 (平裝) NT$630  

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

書. 110 版/蕭逸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9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4-524-8 ( 平 裝 ) 

NT$450  

導覽解說實務/楊正情, 張惠文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03-

8 (下冊:平裝)  

縱觀: 基本護理學/晨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10 .-- 4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7-2-6 (平裝)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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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

級檢定完勝攻略=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蕭中剛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5-8 

(PDF) NT$750  

*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

定 完 勝 攻 略 =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蕭中剛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14-1 (PDF) NT$790  

藍星沙的社會學/藍星沙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10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211-3 (平裝) NT$450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VII, 臨床鏡檢學

(包括寄生蟲學)/陳連城, 康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09 .-- 

冊 .-- ISBN 978-986-269-547-0 (上冊:

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269-

548-7 (下冊:平裝) NT$450  

藝術概論(含概要): 103-109 年高普考、

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

小組作 .-- 五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0909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22-7 (平裝) NT$720  

警特: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朱武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5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515-6 (平裝) NT$560  

警專數學 /王瑋 , 吳迪編著 .-- 第七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539-2 (平裝) NT$580  

警察考試: 犯罪學(含再犯預測)主題

式混合題庫. 110 版/何漢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34-7 (平

裝) NT$600  

警察情境實務(內容+題庫 二合一)/

程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9 .-- 7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1-763-4 (平裝) NT$720  

鐵路特考: 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

鼎文名師群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9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09-3 (平裝)  

鐵路特考: 鐵路公民/廖震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0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7-8 (平

裝)  

鐵路特考: 鐵路英文/郭靖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0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6-1 (平

裝)  

鐵路特考: 鐵路國文/李杰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5-4 (平

裝)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適

用佐級)). 2021(103-109 年試題)(測驗

題型)/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15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345-912-5 ( 平 裝 ) 

NT$18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大

意 ( 適 用 佐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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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908-8 (平裝) NT$2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 (鐵路法大意

(適用佐級)). 2021(102-109 年試題)(測

驗題型)/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1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45-909-5 ( 平 裝 ) 

NT$180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測驗&申論

題庫/劉奇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4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31-6 (平裝) 

NT$650  

兒童讀物 

'Bad dog' and 'No,Nell,no!'/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018-7-

9 (平裝)  

'Bam-boo' and 'I wish'/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06-2 (平裝)  

'Buzz' and 'Jump! jump!'/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03-1 (平裝)  

'Catch it,Jess!' and 'Cat nap'/bt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asia Dudziuk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08-

6 (平裝)  

'Cool duck' and 'Lots of hats'/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018-2-4 (平裝)  

'Dog in dress' and 'Run,Tom,run!'/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10-9 (平裝)  

'Dot and Dan' and 'Snack attack'/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3018-3-1 (平裝)  

'Go away!' and 'Let's make a rocket'/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na 

Lorena Maldonad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09-3 (平裝)  

'Go,Nan,go!' and 'On the log'/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Valeria Iss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3018-4-8 (平裝)  

'Grandad's cake' and 'Grandad's pot'/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Natalia 

Moor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04-8 (平裝)  

'I can get it' and 'Hop in!'/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018-5-

5 (平裝)  

'Jim's junk' and 'Fix it'/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arimalie Bassan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02-4 (平裝)  

'Meg and rat' and 'Puff! puff! puff!'/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Adam Pryc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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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018-6-2 (平裝)  

'Nell's spells' and 'Zip! zap!'/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Lindsay Dale-Scott .-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13-0 (平裝)  

'Nuts!' and 'Is that my ball?'/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Chiara Fiorentin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14-7 (平裝)  

'Peck,hen,peck!' and 'Ben's pet'/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Barbara Vagnozzi .-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018-8-6 (平裝)  

'Rush!' and 'Tap,tap,tap!'/bt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Angelika Scudamor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01-7 (平裝)  

'Sam the star' and 'Clown fun!'/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Hannah 

Wood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07-9 (平裝)  

'Seeds' and 'Stuck in the tree'/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Kathryn Selbert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11-6 (平裝)  

'Tag!' and 'In pip’s bag'/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 1st ed.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018-9-3 (平

裝)  

'Tug! tug!' and 'Lots of spots/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Daniela Doglian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00-0 (平裝)  

'Viv the vet' and 'Top dog'/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12-

3 (平裝)  

'Zoom!' and 'Come back,Mack!'/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Ed Myer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05-

5 (平裝)  

A box of socks/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46-8 (平裝)  

A gold star for George/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51-2 (平裝)  

A job for pop/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Lorena Maldonado .-- 1st ed.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35-2 (平裝)  

A knit and a knot’/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52-9 (平裝)  

A right royal mess/by Rachel Ly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59-8 (平裝)  

A scarf and a half/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49-9 (平裝)  

Albert's first flight/author Yih-Fen Chou; 

illustrator Chin-Lung Huang .-- 新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9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08-8-4 (精裝)  

As quiet as a mouse/by Karen Owen; 

illustrated by Evgenia Golubev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55-0 (平裝)  

Bibble and the bubbles/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Sara Sanchez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32-1 (平裝)  

Bingo and the burblies/by Steve Howson; 

illustrated by Gisela Bohorquez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76-5 (平裝)  

Biscuit blast off!/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Sophie Touliatou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60-4 (平裝)  

Bravo,little white fish/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

91-9 (精裝)  

Can I have my ball back?/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d My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24-6 (平裝)  

Cara the cowgirl/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83-3 (平裝)  

Clumpety Bump/by Phil Allcock; 

illustrated by Richard Watson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44-

4 (平裝)  

Fast fox and slow snail/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Creighton-Pest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27-7 (平裝)  

Fuss on the bus/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Angelika Scudamor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29-1 (平裝)  

George and the new craze/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40-6 (平裝)  

Grandma Bendy/by Izy Pengui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43-7 (平裝)  

Greedy birds/by Gary Sheppard; 

illustrated by Tim Budge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42-

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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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mpy king Colin/by Phil Allcock; 

illustrated by Steve Stone .-- 1st ed.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54-3 (平

裝)  

Guard goose!/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7-

3 (平裝)  

Hocus Pocus Diplodocus/by Steven 

Howson; illustrated by Kate Daubney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69-7 (平裝)  

I am going to bed/author Liesbet 

Slegers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091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7-9 ( 精 裝 ) 

NT$300  

I am going to school/author Liesbet 

Slegers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091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9-3 ( 精 裝 ) 

NT$300  

I don’t care said big bear/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athryn Selbert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33-

8 (平裝)  

I wish I'd been born a unicorn/by Rachel 

Lyon; illustrated by Andrea Ringl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41-3 (平裝)  

It's my birthday/author Liesbet Slegers .-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1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78-6 (精裝) NT$300  

Izzy!wizzy!/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16-

1 (平裝)  

Jetpack jelly/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84-

0 (平裝)  

Jim and the big fish/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Patricia Reaga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17-8 (平裝)  

King Carl and the wish/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Marina 

Pessarrodon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

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1-36-9 (平裝)  

King Pong/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74-

1 (平裝)  

Little donkey/author Sandy 

Christofferson, Catherine Eisele; 

illustrator Li Hanyen .-- 臺北市 : 凱撒

琳, 10910 .-- 24 面; 26X24 公分 .-- 

ISBN 978-957-506-195-1 (平裝)  

Little fish and big fish/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 1st ed.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19-2 (平

裝)  

Little Scarlet's big fibs/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evin Payn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37-

6 (平裝)  

Little white fish/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

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89-6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and his daddy/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20-88-9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and the beautiful 

sea/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

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87-2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counts up to 11/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20-92-6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deep beneath the 

sea/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

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86-5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gets bigger/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

90-2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has many friends/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

8620-85-8 (精裝)  

Little white fish is so happy/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

84-1 (精裝)  

Max the sheepdog/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Valeria Issa .-- 1st ed.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3-5 (平

裝)  

Mine,mine,mine said the porcupine/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Emma 

Levey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28-4 (平裝)  

Mole in goal/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53-

6 (平裝)  

Mr. Tash/by Yasmin Finch; illustrated by 

Abigail Tompkins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50-5 (平裝)  

Nanny ninja/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ean Longcroft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80-2 (平裝)  

Ned in bed and fun at the park/author Jill 

Atkins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018-1-7 (平裝)  

Not without my whale/by Billy Coughlan; 

illustrated by Villie Karabatzi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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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39-0 (平裝)  

Picnic planet/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87-

1 (平裝)  

Pirate parrot and the knit-wits/by Steve 

Howson;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89-5 (平裝)  

Pirates don't drive diggers/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Duncan Beedi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48-2 (平裝)  

Preposterous rhinoceros/by Tracy 

Gunaratnam; illustrated by Marta Costa .-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57-4 (平裝)  

Rickety rocket/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88-

8 (平裝)  

Robber rabbit/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23-9 (平裝)  

S.I.D. snake in disguise/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

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45-1 (平裝)  

Scary Scott/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Irene Montan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

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1-72-7 (平裝)  

Sheep on the run/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David Creighton-Pest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21-5 (平裝)  

Shooting star/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John Lund .-- 1st ed. .-- 新北市 : 力

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1-79-6 (平裝)  

Shy Stan/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DGPH Studi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

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1-90-1 (平裝)  

Sing and speak musical stories: the three 

little pigs & Cinderella and the handsome 

prince/writer Gail Bennett; illustrator 

Tim Wu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10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77-

873-7 (精裝)  

Slugs in space/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David Creighton-Pest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56-7 (平裝)  

Stone underpants/by Rebecca Lisle; 

illustrated by Richard Watson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70-

3 (平裝)  

Strictly no crocs/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usan Bator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34-

5 (平裝)  

Sweet snouts/author Liesbet Slegers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 

10910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83-0 (精裝)  

The black and white club/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47-5 (平裝)  

The chicken knitters/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Sean Longcroft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77-

2 (平裝)  

The coach,the shoes and the football/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Ellie Oshe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78-9 (平裝)  

The detective club: buried treasure!/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Kelly 

O'Neill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81-9 (平裝)  

The dog and the fox/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Hannah Wood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15-

4 (平裝)  

The flamingo flap/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 1st ed.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25-

3 (平裝)  

The four little pigs/by Kimara Nye; 

illustrated by Marcin Bruchnalski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66-6 (平裝)  

The freezosaurus/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4-

2 (平裝)  

The great grizzly race/by Zoa Lumsden; 

illustrated by Monica Susk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1-

1 (平裝)  

The great pants robbery/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85-7 (平裝)  

The jelly that wouldn't wobble/by Angela 

Mitchell; illustrated by Sarah Horne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58-1 (平裝)  

The little green monster/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71-

0 (平裝)  

The llama's pyjamas/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Addy Rivera Sonda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30-7 (平裝)  

The magic helmet: a viking adventure/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61-86-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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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ic music box/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ovana Medeiros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73-4 (平裝)  

The oojamaflip/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Julia Patton .-- 1st ed. .-- 新

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8-0 (平

裝)  

The perfect spot/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Gisela Bohorquez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20-8 (平裝)  

The pop Puffin/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22-2 (平裝)  

The smart hat/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Paul Nicholls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31-4 (平裝)  

The space race/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 1st ed. .-- 新北

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26-0 (平裝)  

The spooky sleepover/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teve Wood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65-

9 (平裝)  

The time train/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Letizia Rizz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1-82-6 (平裝)  

The underwear wolf/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Letizia Rizzo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

75-8 (平裝)  

Well done,little white fish!/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新科技, 10910 .-- 28

面; 22X23 公分 .-- ISBN 978-957-8620-

83-4 (精裝)  

Who will win the cup?/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ophie Foster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18-

5 (平裝)  

Wishker/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arah Jennings .-- 1st ed. .-- 新北市 : 力

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61-62-8 (平裝)  

Wonderland. level 1, pink/by Jill Atkins 

et al.; illustrated by Jordan Wray et al.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冊 .-

- ISBN 978-986-5561-91-8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10, white/by Jenny 

Jinks et al.; illustrated by Sean Longcroft 

et al. .-- 新 北 市  : 力 新 國際 文 化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9606-0-

1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2, red/by Alice 

Hemming et al.;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et al.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

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

92-5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3, yellow/by Jenny 

Jinks et al.; illustrated by Hannah Wood 

et al. .-- 新 北 市  : 力 新 國際 文 化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3-

2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4, blue/by Katie Dale 

et al.; illustrated by DGPH Studio et al.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4-9 (全套:

平裝)  

Wonderland. level 5, green/by Alex 

English et al.; illustrated by Emma Levey 

et al. .-- 新 北 市  : 力 新 國際 文 化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5-

6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6, orange/by Amanda 

Brandon et al.;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et al.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

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

5561-96-3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7, turquoise/by Phil 

Allcock et al.; illustrated by Steve Stone 

et al. .-- 新 北 市  : 力 新 國際 文 化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7-

0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8, purple/by Rebecca 

Lisle et al.; illustrated by Richard Watson 

et al. .-- 新 北 市  : 力 新 國際 文 化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8-

7 (全套:平裝)  

Wonderland. level 9, gold/by Jenny Jinks 

et al.;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et al. .-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61-99-4 (全套:

平裝)  

Yuck said the yak/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Emma Levey .-- 1st ed. .-- 

新北市 : 力新國際文化,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61-38-

3 (平裝)  

小白的旅程/曾歆芸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20-4 (HTML)  

小 喜 與 朋 友 們 2020= Chelsea and 

friends 2020/畢希斯多媒體設計有限

公司編著.設計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疾管署, 10909 .-- 冊 .-- ISBN 978-986-

5439-66-8 (全套:平裝) NT$499  

小蜥的大冒險/陳詠喨圖.文 .-- 臺中

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0-22-8 

(HTML)  

小噗 ,生日快樂/珊卓.波伊頓(Sandra 

Boynton)文.圖;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57-762-697-4 (全套:精裝) 

NT$600  

*水滸傳/(元)施耐庵原著; 張博鈞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44-7 (EPUB)  

全國兒童美語: 小小氣象家= Go for 

english: how's the weather/全國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

化, 10912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1219-7-2 (平裝附光碟

片)  

同畫世界: 萌萌園長與他的七個顏色

/高雯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綵灃文

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540-1-3 (PDF) NT$450  

李崇建 X 甘耀明奇想童話/李崇建, 

甘耀明著; 鄒享想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503-687-4 ( 全 套 : 平 裝 ) 

NT$680  

和爸爸的小旅行/劉清彥文; 葉雨涵

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0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7-08-6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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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基隆築港/陳旻昱文; 徐荷淨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0 .-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417-11-6 (精裝) NT$350  

佩德羅的項鍊/胡雅涵文; 黃子彥圖 .-

- 初 版  .-- 基 隆 市  : 基 市 文 化 局 , 

10910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7-09-3 (精裝) NT$350  

阿龍的困擾/張家宏圖.文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60-21-1 (HTML)  

耍老 א יִָּמים בָּ בְּ = Advanced in years/林川

又圖.文; 李佳錡電腦繪圖 .-- 初版 .-- 

台南市 : 林川又, 10910 .-- 32 面; 38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07-4 (精裝) 

NT$777  

美語巴弟. 第十冊, 邦妮的長耳朵= 

Buddy English. vol.10, Bunny's long 

ears/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

化, 10909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183-5-0 (平裝附光碟

片)  

曹俊彥的想像力寶盒/曹俊彥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冊 .-- 

ISBN 978-957-08-5633-0 (全套:精裝)  

從唐山吃到基隆/蔡沛鈴文; 謝璧卉

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0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7-12-3 (精裝) NT$350  

淘 氣 的 小 噗 / 珊 卓 . 波 伊 頓 (Sandra 

Boynton)文.圖; 李紫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57-762-693-6 (全套:精裝) 

NT$600  

等爸爸回家/陳穎文; 起點插畫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3-1 

(PDF) NT$360  

翠鳥/邱承宗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0-5 (EPUB)  

數字驚奇大冒險/櫻井進作; 不破浩

一朗圖;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10 .-- 冊 .-- ISBN 978-986-

5503-84-0 (全套:平裝) NT$960  

歡呼撤離基隆/江煜勳, 陳旻昱文; 蔡

亞馨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

局, 10910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7-10-9 ( 精 裝 ) 

NT$350  

桃花扇 /(清)孔尚任原著; 張耀仁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68-3 (EPUB)  

筆生花/(清)心如女史原著; 劉玉娟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67-6 (EPUB)  

*琵琶記/(元)高明原著; 陳佩萱編寫 .-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34-8 (EPUB)  

*楊家將演義/(明)紀振倫原著; 子衫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38-6 (EPUB)  

*臺灣外記/(清)江日昇原著; 林佩欣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33-1 (EPUB)  

薛仁貴征東/陳佩萱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6969-0 (EPUB)  

漫畫書 

13/陳清淵原著 ; 教主漫畫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0910 .-- 1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89407-9-

6 (平裝) NT$110  

15 歲的神明遊戲/凱伊漫畫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634-6 (第 3 冊:

平裝)  

2020 COVID-19 防疫總動員/Bigun 大

槍繪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09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67-

5 (平裝)  

33 歲單身女騎士隊長。/天原作; 梁

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1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59-9 (平裝)  

3 月的獅子/羽海野千花作; 賴思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200-3 (第 15 冊:平裝)  

3 個人永遠在一起喔?/魚ともみ作; 

吳祖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5903-8 (平裝) NT$130  

8 人的戰士/池玲文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79-

7 (第 1 冊:平裝)  

ACCA13 區監察課/小野夏芽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33-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5834-5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

26-5835-2 (第 3 冊:平裝) NT$140  

B.B.G: 帝國百貨店地下外商部/けん

たろう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492-3 (第 2 冊:

平裝)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

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2-2 (第

12 冊:平裝) NT$100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

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6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1-501-2 (第 8 冊:平

裝)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1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0-8 ( 第 17 冊 : 平 裝 ) 

NT$100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CITY HERO/

真島浩原作 ; 安東汐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90-1 (第

4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亜

種特異點. III, 亞種並行世界 屍山血

河舞台 下總國 英靈劍豪七番勝負

/TYPE-MOON 原作; 渡玲漫畫; 賴韋

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6-

0 (第 3 冊:平裝) NT$100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TYPE-

MOON 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76-9 (第 8 冊:平裝)  

*I am Super Junior= I am 아이엠 

슈퍼주니어/Story Lab(스토리 랩)著; 

孫枝允(손지윤)繪; 許文柔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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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0 .-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7-

362-4 (精裝) NT$580  

IDOLiSH7-偶像星願/山田のこし作; 

BANDA, NAMCO ONLINE 原作; 楊采

儒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78-4 (第 7 冊:平裝)  

JK 王國♡東京/鷹巣☆ヒロキ作; 林香

吟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58-2 (第 1 冊:平裝)  

Mashima HERO'S 英雄集結/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5806-2 (平裝) NT$105  

MH*MH-美 式獨佔 /墨里可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0-0 (第

4 冊:平裝)  

Midnight Rain 午夜雨/CTK 作; 游若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78-0 (平裝)  

On Doorstep 靠近你身旁/CTK 作; 游

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12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77-3 (平裝)  

Pavone 孔雀的配色事件簿/賴安[作]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62-8 (第 5 冊:

平裝)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長月達平原作; マシセ

ダイチ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11 .-- 1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05-8 (第 9 冊:平裝)  

REAL. 15/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5-5 (平

裝)  

Shrink: 精神科醫生弱井/七海仁原作; 

月子漫畫;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56-

7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857-4 (第 2 冊:平裝) NT$130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23-9 (第 5 冊:平裝) NT$110  

TRINITY SEVEN 魔道書 7 使者/サイ

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

星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72-1 (第 22 冊:平裝)  

TYPE-MOON 學 園 : 迷 你 同 樂

會!/TYPE-MOON 原作; 華々つぼみ

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1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74-5 (第 7 冊:平裝)  

Y 之方舟/天樹征丸原作; 石蕗永地漫

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57-5 (第 1 冊:平裝)  

一見鍾情的人是個抖 M/山田ノノノ

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94-4 (平裝)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1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56-8 (第

22 冊:平裝)  

一起生活吧,龍人/刹那魁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58-1 (第

2 冊:平裝) NT$130  

人間行/山崎龍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32-2 (第 2 冊:平裝)  

九龍大眾浪漫/眉月じゅん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49-9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5850-5 (第

2 冊:平裝) NT$140  

小不點前輩女友太可愛了。/あきば

るいき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2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655-1 (第 1 冊:平裝)  

工作細胞 BABY/福田泰宏漫畫; 清水

茜監修;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63-

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864-2 (第 2 冊:平裝) NT$130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62-9 (第 1 冊:平裝)  

久保同學不放過我/雪森寧々作; 陳

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51-2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5852-9 (第 2 冊:平裝) NT$140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橫山光輝著; 許

嘉祥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0912 .-- 冊 .-- ISBN 978-957-10-9206-

5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57-10-

9207-2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57-

10-9208-9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

957-10-9209-6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57-10-9210-2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57-10-9211-9 (第 6 冊:精

裝) .-- ISBN 978-957-10-9212-6 (第 7 冊:

精裝)  

大野狼送貨到家!/古賀てっ子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797-

3 (平裝) NT$130  

大黑暗 /林田球作; 豬排飯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91-3 (第

1 冊:平裝)  

小惡魔的愛情病歷/重花[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1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87-1 (第 3 冊:平裝)  

今天、喜歡上你了。 /黃綠莉央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90-6 (平裝)  

六月的七星 . I/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0 .-- 23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04-3 (平裝)  

今天開始當你的狗/marie 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93-7 (平裝)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八ツ橋皓原

作; 四つ葉ねこ漫畫; 黃品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61-2 (第

1 冊:平裝)  

不可解的我的一切/粉山カタ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02-9 (第 1 冊:平裝)  

不行,我正在工作。/文倉咲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0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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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581-4 (第 2 冊:平裝)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53-7 (第 77 冊:平裝)  

不能對弟弟說的祕密/平真ミツナガ

作; Arier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214-0 (平裝)  

今晚,在上司懷裡/真章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32-1 (平裝) 

NT$130  

王國物語/中村明日美子作; 貝貝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1-

7 (第 2 冊:平裝)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洋洋兔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10 .-- 冊 .-- 

ISBN 978-986-452-315-3 (全套:平裝) 

NT$3000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春場葱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807-9 (第 1 冊: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

5808-6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809-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5810-9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

26-5811-6 (第 5 冊:平裝) NT$190  

心愛的巨無霸.續/重い実作;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36-9 (平

裝特裝版) NT$170  

不愧是貓咪前輩!/卯月よう作; 林香

吟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54-4 (第 1 冊:平裝)  

四人的死灰色調 /akabeko 作 ; 木易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171-6 (第 2 冊:平裝)  

巨人族的新娘. 2/ITKZ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680-3 (平裝)  

末日盡頭的卡農/米代恭作; 木易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冊 .-

- ISBN 978-957-10-9215-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216-4 (第 2 冊:

平裝)  

平行天堂/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5888-8 (第 9 冊:平

裝) NT$130  

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69-8 (第

2 冊:平裝)  

白金終局/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5818-5 (第 13 冊:平裝) NT$100  

只野工業高中的日常/小賀ちさと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54-3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855-0 (第 2 冊:平裝) NT$130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

/堀越耕平原作; 別天荒人作畫;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19-

2 (第 10 冊:平裝) NT$100  

有一間咖啡廳/蝴蝶原著; 曉君漫畫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悅 智 文 化 館 ,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7018-49-6 (第 3 冊:平裝) NT$280  

老大與老二/さいのすけ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37-6 (第

1 冊:平裝) NT$130  

羽化 /赤河左岸作; 謝旻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03-

6 (平裝)  

肌肉男在澡堂櫃台盯著看!/水稀たま

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0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05-0 (平裝)  

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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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04-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30  

宅男打籃球= The underdogs/洪元建編

繪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0909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101-9-4 (第 16 冊:平裝) NT$180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2-5 (第

31 冊:平裝)  

如 果 有 妹 妹 就 好 了 。 カ ン ト ク

ARTWORKS/ カ ン ト ク 作 ; 張 紹 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6-5805-5 (平

裝) NT$690  

此花綺譚/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68-

1 (第 5 冊:平裝)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Vol5, 華麗的喵

險/賴惟智, 尼太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10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24-2-3 (平裝)  

在殉情之前,等等我喔。/市梨きみ作; 

蕭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812-3 (上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813-0 (下冊:平裝) NT$130  

自殺島/森恒二作; 梵赫辛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2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175-4 (第 17

冊:平裝)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45, 神之名為 K/

太田勝, 漥田一裕作; 籃球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41-4 (平

裝)  

好街友哈利=Homeless Harry/詹姆斯.

雷德(James Lade)著; 陳厚安譯 .-- 臺

北市 : Susan Patrice De Simone, 10909 .-

- 50 面; 13X18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89-3 (平裝) NT$200  

妄想學生會/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43-7 (第 19

冊:平裝) NT$100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00-5 (第 10 冊:平裝)  

死靈羅曼史/堂本裕貴作; 何立心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67-

4 (第 1 冊:平裝)  

別甩掉我,我的英雄/ひもだ Q 作; 夜

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4-091-

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

092-9 (第 2 冊:平裝)  

我的朋友是膽小的吸血鬼/勇者工作

室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66-7 (平裝)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17-8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我家的奶奶被前任不良少年盯上了!/

星倉ハル作;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2 .-- 16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2-664-3 (第 1 冊:平

裝)  

我家狗狗撿到喵。 /竜山沙由里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65-0 (第 1 冊:平裝)  

把這裡當作異世界!/稻木智宏原作; 

やとみ漫畫;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663-6 (第 2 冊:平

裝)  

我與部下似遠若近的距離/鈴木はこ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0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796-6 (平裝) NT$130  

杜鵑婚約/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99-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800-0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

26-5801-7 (第 3 冊:平裝) NT$100  

非 人 之 狼 /元ハ ル ヒ ラ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76-6 (第 1 冊:平裝)  

阿宅的戀愛太難/ふじた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16-1 (第

9 冊:平裝) NT$140  

金色琴弦. 大學生篇/吳由姬作; 楊采

儒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04-586-

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587-6 (第 3 冊:平裝)  

明明大家都是第一次/椋太郎作; 林

以庭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96-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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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c/天羽

衣白一原作 ; 幸路漫畫 ; 許國煌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60-5 (第 1 冊:平裝)  

直到成為家人為止 /黑麦はぢめ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51-3 (下冊:平裝)  

房東阿嬤與我/矢部太郎作; 緋華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79-8-8 (平裝) NT$260  

炎炎消防隊/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42-0 (第 25

冊:平裝) NT$100  

亞洲漫畫家恐怖驚悚漫畫一頁挑戰/

賴有賢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漫畫

工會, 10909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9635-4-8 (平裝) NT$380  

使徒= Apostle/廖文彬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海文化, 10909 .-- 1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86877-7-6 (平裝) 

NT$550  

空挺 Dragons/桑原太矩作 ; 林家祥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4-6 (第

9 冊:平裝) NT$130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時雨沢

惠一原作; 郷漫畫; 小天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4-080-6 (第 4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4-081-3 (第 5

冊:平裝)  

放學後堤防日誌/小坂泰之作; 洪兆

賢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52-0 (第 5 冊:平裝)  

周顯宗漫畫宇宙短篇集/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30-

8 (平裝)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177-8 (第 6 冊:平裝)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 官方導覽

「生活指導入門書」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178-5 (平裝)  

毒王寵愛荊棘公主/ARUKU 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99-9 (平裝)  

美男子戀慕好色男/占地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92-5 (平

裝) NT$130  

待宵之鬼/露久ふみ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798-0 (平裝) 

NT$130  

美麗的身體/鹿島こたる作; 田心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181-5 (平裝)  

鬼灯的冷徹/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44-4 (第 31

冊:平裝) NT$130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手塚治虫作; 林

思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1-498-

5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

499-2 (第 12 冊:平裝)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作; 沖

本秀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76-1 (第 17 冊:平裝)  

原地踏步的愛情 /日高ショーコ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29-1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5830-7 (第 2 冊:平裝) NT$140  

宮廷祕戀/鈴木ツタ作;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090-5 (第 2 冊:平裝)  

冥府狩獵者/蝴蝶原著; 陳漢民漫畫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悅 智 文 化 館 ,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7018-48-9 (第 3 冊: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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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哭的童女: 異聞大江山鬼驅除/麻

貴早人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49-0 (第 2 冊:平裝)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護玄原著腳

本; 紅麟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0910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8-7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80  

祕密的馬利/kanipan 作; 林以庭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00-

2 (平裝)  

烘焙王: 超現實/入江謙三原作; 橋口

たかし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

5912-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913-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時間停止勇者/光永康則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08-3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909-0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5910-6 (第 3 冊:平裝) NT$130  

閃耀幻想曲/きららファンタジア製

作委員會原作; 鴻巣覚作畫;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50-6 (第 1 冊:平裝)  

閃耀的沙發衝浪 /米絲琳漫畫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9-0 (平

裝)  

迷戀龍之島/ちしゃの実作; 王薇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48-2 (平

裝) NT$140  

第二次戀愛才完美 /木下けい子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46-8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847-5 (第 2 冊:平裝) NT$130  

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熊ノ球作; 何

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46-9 (第 1 冊:平裝)  

脫皮吧!龍崎同學/一智和智作; 依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45-2 (第 2 冊:平裝)  

異世界風俗漫畫短篇集 /一迅社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31-5 (平裝)  

寄 生 獸  反 轉 / 岩 明 均 原 作 ; 太 田

MOARE 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89-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30  

情色漫畫老師/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

漫畫; 蔡環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7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24-075-2 (第 9 冊:平

裝)  

野性風暴: kiss me baby!/黒井モリー

作 ; 翁 蛉 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31-4 (平裝) NT$130  

被虐的諾艾兒/カナヲ原作; しゃも

じ漫畫;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24-083-7 (第 3 冊:平

裝)  

這是個老爸變身美少女的故事/赤信

号わたる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06-

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907-6 (第 2 冊:平裝) NT$130  

眾神眷顧的男人/Roy 原作; 蘭々漫畫; 

蕭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98-7 (第 1 冊: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57-26-

5899-4 (第 2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57-26-5900-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50  

異國男娼/桜井りょう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61-1 (平裝) 

NT$130  

終結的熾天使/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

和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47-6 (第 21 冊:平裝)  

陰陽眼見子/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084-4 (第 3 冊:平裝)  

您喜歡幸福結局吧?/西原ケイタ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48-3 (平裝)  

從毀婚開始的反派千金監獄慢活人

生/山崎響原作; 平未夜漫畫; YUI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86-8 (平裝)  

淫蕩日常女體觀察/山本やみ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 

10909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46-1-8 (平裝) NT$320  

森 山 寮 百 花 盛 開 / 貓 野 ま り こ 作 ;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93-0 (平裝)  

傑尼斯男爵的可疑工作 /佐崎いま , 

高瀬ろく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

5859-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860-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飯店大王勇於表白/慧作; 趙秋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91-8 (平裝) 

NT$130  

黃昏流星群/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4-

9 (第 61 冊:平裝)  

黃金神威/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74-

7 (第 19 冊:平裝)  

最後之戀/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 陳

欣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0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94-7 (平裝)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88-2 (第 3

冊:平裝)  

最高機密 season0/清水玲子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45-

1 (第 9 冊:平裝) NT$150  

蛤蜊與我/藤咲萌作; 秦不虫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0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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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97-5 (平

裝)  

蛤蜊與我 splash!!!/藤咲萌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98-2 (平裝)  

詠歌女神/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70-

4 (第 2 冊:平裝)  

甦醒後的愛情/八神あき作; 黛西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92-

0 (平裝)  

尋龍傳說= Princes & Dragon/潘志遠

小說原著; 游素蘭, 喬英漫畫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

99-1 (平裝) NT$380  

越嶺: 三多摩大學登山社錄/空木哲

生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44-5 (第 2 冊:平裝)  

進擊的巨人/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25-3 (第 32

冊:平裝) NT$100  

絕艷刻印 /東野裕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95-1 (平

裝)  

嫁入狼族: 異種婚姻譚/犬居葉菜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5905-2 (平裝) NT$130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橘由華原作; 藤

小豆漫畫;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8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24-093-6 (第 4 冊:平

裝)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三浦忠弘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1-

5 (第 23 冊:平裝) NT$100  

煩惱拼圖/川上千尋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04-584-5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585-2 (第 8 冊:

平裝)  

裝備欄 0 的最強劍士可以裝備 9999

個詛咒裝備(可愛)/坂木持丸原作; 鷹

嶋大輔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

5896-3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5897-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落雷擊中邱比特 追擊/鈴丸みんた作; 

貝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0911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228-7 (平裝)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

643-8 (第 16 冊:平裝)  

端本工業高中合唱社 /木尾士目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39-0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5840-6 (第 2 冊:平裝) NT$140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

過去成了傳說。/えぞぎんぎつね原

作; 阿倍野ちゃこ漫畫;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802-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5803-1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

26-5804-8 (第 3 冊:平裝) NT$140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42-1 (第 14 冊:平裝)  

蜜夜婚: 付喪神的新娘/大海十夢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10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79-1 (第 4 冊:平裝)  

說神: 拜拜/PAPARAYA 繪圖 .-- 修訂

一版 .-- 台北市 : PAPARAYA, 10910 .-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24-1 (平裝)  

說神: 姻緣/PAPARAYA 繪圖 .-- 初

版 .-- 台北市 : PAPARAYA, 10910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06-7 (平裝)  

摺紙 Q 戰士/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629-2 (平裝)  

漫畫中國史. 1, 熱鬧滾滾的夏商周/

王禾瑪編劇; 三日旦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10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6-02-0 (平

裝) NT$280  

漫畫繁星計畫<<漫延>>/孫志誠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大多樂

系,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627-

69-0 (全套:平裝)  

熊愛蜂蜜/白石由希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04-588-3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589-0 (第 10

冊:平裝)  

衛府七忍/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38-

4 (第 8 冊:平裝)  

請和我在一起!/街こまち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65-9 (平

裝) NT$130  

衛 宮 家 今 天 的 餐 桌 風 景 /TYPE-

MOON 原作; TAa 漫畫; Dem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77-

6 (第 5 冊:平裝)  

衝動淫魔戀愛中/森世作; 王薇婷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11-3 (平裝) 

NT$130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天空

的劫難船/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

傳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2 .-- 冊 .-- ISBN 978-

986-512-639-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640-7 (第 2 冊:平裝)  

劍魂綺想錄/尹思然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2-4 (第 2 冊:平裝)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リムコロ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82-0 (第 6 冊:平裝)  

憂鬱之朝 NOBLE COLORS/日高ショ

ーコ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29-4 (平裝)  

融化於你體內 No.1/鳥丸太郎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10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01-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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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島耕作. 就活篇/弘兼憲史著; 耘

希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223-2 (第 3 冊:平裝)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響愛作;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04-582-1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04-583-8 (第

10 冊:平裝)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松本ひで吉原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2 .-- 冊 .-- ISBN 978-957-10-

9233-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

10-9234-8 (第 2 冊:平裝)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山原義人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841-

3 (第 6 冊:平裝) NT$100  

機動戰士 MOON 鋼彈/虎哉孝征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1 .--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85-1 (第 2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THE ORIGIN MSD 庫

克羅斯.安之島/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

原作; 安彦良和漫畫原作; おおのじ

ゅんじ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1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079-0 (第 5 冊:

平裝)  

機 動 戰 士 鋼 彈 外 傳 THE BLUE 

DESTINY/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78-3 (第

7 冊:平裝)  

親愛的堅尼/吾妻香夜作; 蔡夢芳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814-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5815-4 (第

2 冊:平裝) NT$140  

貓 戰 士 ( 漫 畫 版 ): 烏 掌 的 旅 程 = 

Warriors: ravenpaw'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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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29-72-7 ( 平 裝 ) 

NT$290  

曙光的序章/三月えみ作; 田心宇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72-

3 (平裝)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松浦原作; 大堀ユタカ漫

畫 ; 吳 勵 誠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893-

2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5894-9 (第 2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957-26-5895-6 (第 3 冊:平

裝) NT$140  

翻轉思慕 X 新生情懷/天乃忍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1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512-633-9 (第 1 冊:平裝)  

獸人與少年 Ω 的命定契約/羽純ハナ

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5838-3 (第 5 冊:平裝) NT$130  

願你幸福= 幸せをあなたに/アボガ

ド 6 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45-7-1 (EPUB) NT$260  

爆音少女!!/織本任那作 ; 遠鄉欣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73-8 (第 13 冊:平裝)  

霰草忍法帖/春暉作; yoshik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37-7 (第

2 冊:平裝)  

警賊. II, 復仇與救贖/阮光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407-9 (平裝) NT$340  

魔女瑪莉不是魔女/小林安曇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01-4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902-1 (第 2 冊:平裝) NT$130  

魔女與野獸/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36-

0 (第 5 冊:平裝)  

魔王難為/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28-4 (第 7 冊:

平裝)  

魔法禁書目錄/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

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089-9 (第 24

冊:平裝)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欣

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071-4 (第 15 冊:平裝)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從今天開

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甘岸久弥原作; 

釜田漫畫;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7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087-5 (第 1 冊:

平裝)  

霹靂英雄戰紀: 羅網乾坤. 2/霹靂國

際多媒體原作; 雅紳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827-7 (平裝)  

聽你說愛我: 進擊的王子/米奧漫畫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198-

3 (平裝)  

戀上王者的仙杜瑞拉/佳門サエコ漫

畫;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0910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95-4 (平裝)  

戀情終將綻放/ツバ ダエキ作; 布丁

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0 .-- 冊 .-- 

ISBN 978-957-26-5794-2 (上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795-9 (下

冊:平裝) NT$130  

戀情萌芽的早晨/森鴫ペコ作; Arier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173-0 (平裝)  

靈魂侵蝕. Vol.2, Sanctify/生鐵落漫畫; 

Fox 編劇 .-- 初版 .-- 臺南市 : 楓林館

工作室, 10910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7931-2-4 (精裝)  

剝製/アボガド 6 著; 蔡承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45-6-4 (EPUB) 

NT$380  

小說及雜文 

-無盡連鎖-. 13, 獵首兔之戰/海道左

近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67-3 (平裝) NT$200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

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黃則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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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78-9 (第

10 冊:平裝) NT$200  

How to Secretly: 誘愛學長的處方箋

/MAME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04-0 (平裝) NT$280  

一瞬、預見妳 00:00/朱夏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0910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03-3 (平裝) 

NT$250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於梨華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55-1 (PDF) 

NT$500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

986-521-553-8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49-8 (第 50 冊:平裝)  

小三子,回家吧/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45-2 (PDF) 

NT$530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健速作; 何宜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69-7 (第

34 冊:平裝) NT$200  

千金要翻天/無宴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84-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85-9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86-6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87-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88-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589-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590-3 (第 7 冊:平裝)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22-1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60-3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61-0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62-7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63-4 (第 15 冊:平裝)  

大醫凌然/志鳥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12-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13-9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14-6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15-3 (第 4

冊:平裝)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2, 對了,

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74-1 (平裝) 

NT$200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62-0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63-7 (第 1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19-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55-9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56-6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57-3 (第 22 冊:平裝)  

六合槍/宴平樂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35-0 (EPUB)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50-7 (第 9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51-4 (第 92 冊:平

裝)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一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13-5 (EPUB) 

NT$49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二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32-6 (EPUB)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三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57-9 (EPUB)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五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59-3 (EPUB)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六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60-9 (EPUB)  

太初之初: 朱雀記 . 第四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58-6 (EPUB)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

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76-

5 (第 10 冊:平裝) NT$200  

不跟男生交往的話就無法轉大人了

喔/午夜藍作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24-

7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

986-515-525-4 (第 3 冊:平裝) NT$240  

幼女大人與零級守護者大人. II/すか

ぢ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72-7 (平裝) NT$200  

白夜救贖/安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7-4 (EPUB) 

NT$290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78-1 (第 9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01-6 (第 97 冊:平

裝)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

521-554-5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555-2 (第 5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56-9 (第 5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57-6 (第 55 冊:平

裝)  

四幕戲. 結/唐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45-5-7 (EPUB) NT$299  

异梦/九把刀作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71-8 (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

986-521-552-1 (第 9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79-8 (第 10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02-3 (第 10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17-7 (第 102

冊:平裝)  

好友角色的我怎麼可能大受歡迎?/

世界一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83-3 (第 1 冊:平裝) NT$200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59-0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60-6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61-3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581-1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582-8 (第 25 冊:平裝)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1,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

命運/美紅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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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79-6 (平裝) NT$200  

在離去與道別之間/於梨華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54-4 (PDF) 

NT$780  

考驗/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52-0 (PDF) NT$670  

佞臣相公養成記/夜露死苦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25-2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26-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27-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28-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29-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30-6 (第 6 冊:平裝)  

你沒有我書裡男主角的萬分之一帥!/

蔚海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02-6 (平裝) NT$230  

我的女友是老師/鏡遊作; 徐維星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77-2 (第 4 冊:

平裝) NT$20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48-4 (第 14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99-6 (第 14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00-9 (第 142

冊:平裝)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66-

6 (第 11 冊:平裝) NT$200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

986-521-576-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11-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24-5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69-6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70-2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71-9 

(第 10 冊:平裝)  

你喜歡被可愛女生攻陷嗎?/天乃聖

樹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73-4 (第 2 冊:平裝) NT$200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蛇蠍點點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57-26-5886-4 (第 4 冊:平

裝) NT$200  

使者: 思念之人/辻村深月作;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10-5 

(EPUB) NT$238  

林曼/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49-0 (PDF) NT$320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4, 

神秘的茶會/望月麻衣作; 周若珍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881-9 (平裝) 

NT$200  

花開有時/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48-3 (PDF) NT$760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

521-571-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572-9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05-4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23-8 (第 1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64-1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65-8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66-5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67-2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68-9 (第 15 冊:平裝)  

拯救全球/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73-6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74-3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75-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06-1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07-8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08-5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09-2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10-8 (第 12 冊:平裝)  

*城境之雨= Rain of the city edge/既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599-3 

(EPUB) NT$245  

窈窕世子爺/煙青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31-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32-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33-7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34-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35-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36-8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37-5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38-2 (第 8 冊:平裝)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

986-521-583-5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04-7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21-4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59-7 (第 18

冊:平裝)  

脫下裙子的我你也會喜歡嗎?/M.貓

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84-

0 (平裝) NT$200  

從今以後一個人住/彭樹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03-7 (EPUB) 

NT$300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

986-515-521-6 (第 7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986-515-522-3 (第 8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23-

0 (第 9 冊:平裝) NT$190  

雪地上的星星/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51-3 (PDF) 

NT$580  

魚龍舞. 卷十一/默默猴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424-1-6 (平

裝) NT$180  

終疆. 6, 神秘高手/御我著; 午零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45-3-3 

(EPUB) NT$249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49-1 (第 10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77-4 (第 10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16-0 (第 10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48-1 

(第 105 冊:平裝)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26-1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27-8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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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528-5 (第 18 冊:平裝) NT$180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 SSS 級人生/三木

なずな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71-0 (第 3 冊:平裝) NT$200  

給你仙人掌帶刺的祝福: 原創小說短

篇 集 /鳥先 生 (MrHerethere)作  .-- 初

版 .-- 彰化縣 : 鳥語文化出版, 10912 .-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623-0-8 (平裝) NT$300  

黃昏,廊裡的女人/於梨華著 .-- 初版 .-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46-9 (PDF) 

NT$280  

無來由/禪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四

方行工作室, 10912 .-- 冊 .-- ISBN 978-

986-99231-2-5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86-99231-3-2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9231-4-9 (全套:平裝)  

等級 0 的魔王大人,在異世界展開冒

險者生活. 1, 史上最強的新人誕生了

/瑞智士記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75-8 (平裝) NT$200  

最強公會長的一週建國記/井上みつ

る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82-6 (第 2 冊:平裝) NT$200  

*最強神醫混都市/九歌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15-518-6 (第 98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519-

3 (第 9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86-515-520-9 ( 第 100 冊 : 平 裝 ) 

NT$170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5868-0 (第 11 冊:平裝) NT$200  

寒遠/池總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墨

扉 , 10910 .-- 冊  .-- ISBN 978-986-

99331-5-5 (上冊:平裝) .-- ISBN 978-

986-99331-6-2 (下冊 :平裝 ) .-- ISBN 

978-986-99331-7-9 ( 全 套 : 平 裝 ) 

NT$620  

碎片/湊佳苗作; 王蘊潔譯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3-3612-9 (EPUB) NT$380  

零之大賢者. 2, 重返年輕的最強賢者

隱瞞身分再次成名/夏海ユウ作; 梁

詩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880-

2 (平裝) NT$200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

521-558-3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03-0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18-4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50-4 (第 4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51-1 (第 41

冊:平裝)  

傾城美人香/若無初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91-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92-7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593-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94-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595-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596-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597-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98-9 (第 8 冊:平裝)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580-

4 (第 21 冊:平裝)  

奧格計劃 AUGUR/李世堯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13-8 

(EPUB) NT$290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68-2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69-9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70-5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20-7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58-0 (第 21 冊:平裝)  

意想不到的結局/於梨華著 .-- 初版 .-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53-7 (PDF) 

NT$550  

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

世界級難題/D51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85-7 (第 2 冊:平裝) NT$200  

遊戲現在開始/丹尼斯.馬基爾(Denis 

Markell)文; 卓妙容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5-0 (EPUB) 

NT$380  

夢回青河/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47-6 (PDF) NT$600  

網絡英雄傳之黑客訣/郭羽, 劉波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1-7 

(PDF) NT$500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564-4 (第 1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565-1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566-8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567-5 (第 22 冊:平裝)  

靠魔眼跟子彈闖蕩異世界!/かたなか

じ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870-3 (第 1 冊:平裝) NT$200  

璧玉弓. 上冊/獨抱樓主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36-7 (EPUB)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貓寬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17-

9 (第 6 冊:平裝) NT$250  

蹭個至尊好享福/福多多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39-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40-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41-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42-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643-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644-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645-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46-7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47-4 (第 9 冊:平裝)  

魔法的若干種錯誤使用方式/肚皮三

層肉著 .-- 桃園市 : 栗子文創工作室, 

109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89-0-5 (平裝) NT$350  

變/於梨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06-50-6 (PDF) NT$420  

四幕戲. 起/唐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45-4-0 (EPUB) NT$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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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町火箭: GHOST= 下町ロケット ゴ

ースト/池井戶潤著;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598-6 (EPUB) 

NT$400  

下町火箭: 八咫鳥/池井戶潤作; 王蘊

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611-2 (EPUB) NT$450  

下町火箭: 高第計畫/池井戶潤著;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594-8 (PDF) NT$450  

笭菁闇語: 噬鏡/笭菁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1-0-3 (EPUB) 

NT$280  

四季/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王

瑞徽, 趙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3-3616-7 (EPUB) NT$580  

香水/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著; 洪翠

娥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597-9 (EPUB) NT$350  

優質國度= Quality land/馬克-烏威.克

靈(Marc-Uwe Kling)著; 姬健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00-6 (EPUB) 

NT$380  

其他 

#ONFCorner: 在 世 界 一 隅 發 現

#ONFCorner= Discover #ONFCorner 

around the world/ONF Co.,Ltd 及 18 位

受訪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ONF Co., 

Ltd., 10910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97-0-4 (平裝)  

(七十年後真象揭密)抗日戰爭勝利

後 中國大變局/楊濬彥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楊濬彥,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9-1 (平裝) 

NT$520  

1 小時科普量子力學/朱梓忠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11-4 

(EPUB) NT$245  

2020,台灣: 一本恐怖的政治(非)小說/

海貍咖啡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海

貍咖啡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84-8 (EPUB)  

37 杯酒嘗遍義大利: 義大利葡萄酒的

田野指南= Italy in 37 glasses/馬克.派

格(Mark Pygott MW)文; 麥可.歐尼爾

(Michael O’Neill)圖; 潘芸芝譯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8-7 (EPUB) 

NT$356  

3ds Max 2020 動畫設計快速入門/邱

聰倚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40-0 (PDF) NT$480  

85 則啟發人心的經典故事/洪凱芬編

著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2-0-0 (PDF)  

<<倪式暄言>>倪暄寫真書 /倪暄作; 

莉奈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0-9191-4 (平裝)  

*红尘/白云老禅师着 .-- 初版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79-3-4 (PDF) NT$70  

错过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乐擎着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0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1-970-

1 (平裝) NT$360  

国立故宮博物院総合ガイド/黄永泰, 

余佩瑾主編 .-- 臺北市 : 故宮, 10909 .-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62-

836-9 (平裝)  

禅和遗痕/白云老禅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079-4-1 (PDF) 

NT$100  

A great mother/story by Yu-Fen Yang .-- 

1st ed. .-- 雲林縣  : 芬妮英語教室 , 

109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571-0-6 (精裝) NT$350  

Access 2019 資料庫系統概論與實務: 

適用 2019/2016/王仲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44-8 (PDF) 

NT$540  

AI 時代的教與學: 探索學習新疆界/

蜜雪兒.齊默曼(Michelle Zimmerman)

作; 江坤山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1-2 (EPUB) NT$480  

Bangrak 10500 實踐媒傳 X 泰國朱拉

隆功國際工作營專刊= Bangrak 10500 

Taipei & Bangkok exchange workshop: 

Bang Rak 10500 futures: a critical design 

project/張天捷主編 .-- 臺北市 : 實踐

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10909 .-- 158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7-

9 (平裝)  

Be Calm= Finde 

Ausgeglichenheit/Cornelis Reima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唐文, 10910 .-- 64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57-43-8018-3 (平

裝)  

Bringing wisdom to life/[by] Anita Carter, 

Frank Carter .-- 臺北市 : 佛陀基金會,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414-88-3 (平裝)  

Cartoon Animator 4 一天完成動畫短

片: 打造專屬你的 2D 偶像/蔡雅琦, 黃

天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38-7 (PDF) NT$450  

Design secrets for mass production/陳正

倫(John Chen)著 .-- 1st ed. .-- 臺北市 : 

陳正倫, 10910 .-- 59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1-1 (平裝)  

Design secrets for mass 

production/author 陳正倫 (John Chen); 

translators 林品慧(Angie Lin), 郭意璇

(Kuo Yihsuan) .-- 臺北市  : 陳正倫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63-0 (PDF)  

Devon's world 3 student book/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 新北市 : 偉格, 10909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69-27-

5 (平裝)  

Devon's world 3 teacher's book/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 新北市 : 偉格, 10909 .-- 1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69-26-

8 (平裝)  

*Experiments in general 

chemistry/Department of 

Chemistr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 3rd ed.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0909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50-416-0 (平裝) NT$350  

Gender difference/story by Yu-Fen 

Yang .-- 1st ed. .-- 雲林縣 : 芬妮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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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71-1-3 (精裝) NT$350  

How to use teeth until 100 years old: this 

method is simple, no medication, no 

injections and no side effects/by George 

Ho .-- 1st ed. .-- 新北市  : 何啓峰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11-1 (EPUB)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analysis 

and operations/謝宗興作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謝宗興, 10909 .-- 3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4-3 (平裝) 

NT$500  

Introduction to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in 

Taiwan(R.O.C.). 2021/editor 

Biotechnology &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 1st ed. .-- 臺北市 : 

工業局, 10910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2-9 ( 平 裝 ) 

NT$100  

Jewish sketches: Judaism and Jewish-

Catholic relations/ 雷 敦 龢 (Edmund 

Ryden SJ) 作  .-- 新 北 市  : 雷 敦 龢 , 

10909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55-5 (平裝)  

Kiwipedia food/written by Alisha Lee .-- 

1st ed. .-- 新 北 市  : 奇 異 鳥 實 業 , 

10910 .-- 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9341-1-4 (平裝)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2/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0909 .-- 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686-42-

6 (平裝附光碟片)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4/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初版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0909 .-- 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9686-43-3 (平裝附光碟片)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6/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0909 .-- 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686-44-

0 (平裝附光碟片)  

Little monkey's occidental 

journey/author Jia Tsu(Chai 

Chu)Thompson; translator Aloisius 

Louie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12-0 (平裝) NT$320  

micro:bit AI 智慧小車/飆機器人科技

教育應用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普特企業, 10910 .-- 175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83490-1-8 ( 平 裝 ) 

NT$400  

micro:bit 智慧生活/宋文財, 飆機器人

科技教育應用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普特企業, 10910 .-- 1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490-2-5 (平裝) 

NT$400  

PERSON: 深夜名堂攝影集/深夜名堂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

9179-2 (平裝)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STEAM Education 

(STEAM2020)/editor James Wang et 

al. .-- 1st ed.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科

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189-6-4 (PDF)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CASE2020)/editor Kassem Saleh et al. .-

- 1st ed.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科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189-4-0 (PDF)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Nutrition, 

Exercise Science, Sport and Hospitality 

(HNES2020)/editor David Porter et al. .-

- 1st ed.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科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189-5-7 (PDF)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SEB2020)/editor Keiichi Yamada et 

al. .-- 1st ed.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科

技,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189-7-1 (PDF)  

Python 大數據特訓班: 資料自動化收

集、整理、清洗、儲存、分析與應

用實戰/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42-4 (PDF) NT$520  

Python 程式設計與邏輯思維/莊泉福, 

黃慶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雲訊科

技企業,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0-0-2 (PDF) NT$300  

Silent agitation: 静かな鼓動 東條明子 

AKIKO TOJO/東條明子作; 胡閔堯主

編 .-- 臺北市 : 涅普頓藝術, 10910 .-- 

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52-

0-0 (平裝) NT$600  

Special issue on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Taiwan/editor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0910 .-- 27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50-415-3 (平裝)  

Speed up. book 6, student book/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 臺南市 :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10911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612-8-7 (平裝)  

Startup. 2: multilingual workbook/王文

伶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 

10909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25-5 (平裝) NT$200  

The ten grounds of Bodhisattvas: 

advancing 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author Shih Cheng Yen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744-7-2 (EPUB)  

The ubiquitous home: within a 

technologically driven nomadic 

culture/by Grace Tsai .-- 1st ed. .-- 臺北

市 : 蔡宜鵬, 10909 .-- 17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35-7 (精裝)  

Translating Taiwan: Textauswahl und 

Übersetzungsstrategien bei der 

Übertragung taiwanischer Prosaliteratur 

ins Deutsche/徐安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909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78-2-4 (平裝) 

NT$300  

What is new: about reading the Bible 

with new eyes?/chief editor Po Ho 

Huang .-- 臺南市 : 恩惠文教基金會, 

10910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291-1-3 (平裝)  

Where 旅遊味: 品藝宿/劉建德總編

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0909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5-1-

5 (平裝)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王仲麒

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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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17-2 (PDF) NT$380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王仲麒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37-0 (PDF) NT$380  

「2020 後疫情時代文化資產保存維

護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林

蘭東, 葉竑毅, 葉志誠主編 .-- 雲林縣 :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 10909 .-

- 91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3231-4-7 (平裝)  

一出手就成交: 紐約 TOP 1 銷售高手

「賣爆」全美的終極銷售術大公開!/

萊恩.塞爾漢(Ryan Serhant)著; 林師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314-77-0 (EPUB) NT$380  

一次到位: 我的第一本能力培養書/

溫宏徳編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3-132-5 (PDF)  

一個人的紫禁城/孫克勤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36-7 

(EPUB) NT$295  

一起來吹菲菲笛= Give me fife/毛䕒

婧等編 .-- 臺中市 : 韻勝樂器, 10910 .-

- 5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251-2-2 (平裝) NT$280  

一個清華學子的荊棘人生: 高魯冀回

憶錄/高魯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2-4 (PDF) NT$450  

人工智慧 Python 基礎課: 用 Python 分

析了解你的資料/陳會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39-4 (PDF) 

NT$540  

人生困惑問莊子/傅佩榮著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10 .-- 冊 .-- 

ISBN 978-986-450-314-8 (全套:平裝) 

NT$600  

人生的另一種選擇: 小故事中的智慧

學/楊靖慈編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3-131-8 (PDF)  

人如何動?: 運動神經之謎= How does 

the human being move?: the problem of 

the motor nerves/密斯(L.F.C Mees)著; 

詹雅智譯 .-- 初版 .-- 宜蘭縣 : 三元生

活實踐社, 10910 .-- 12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7160-7-9 ( 平 裝 ) 

NT$300  

*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的神明/吳貴德

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吳 貴 德 , 

10909 .--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65-4 (平裝)  

*人聲學究/黃裕祁作 .-- 初版 .-- 屏東

縣 : 黃裕祁,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6-6 (PDF)  

人類學+: 科學的 B 面/眠眠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15-2 

(EPUB) NT$360  

八關齋戒(附:五戒誦戒儀軌受十善

法)/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10 .-

- 64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474-5-9 (平裝) NT$50  

小小野鳥: 台灣飛起來. 1/林麗雲編

著 .-- 初版 .-- 台南市 : 云云手創坊, 

109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581-0-3 (平裝) NT$480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 大悲咒 十小咒 

心 經 / .-- 初版  .-- 臺南 市  : 和裕 , 

109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74-3-5 (平裝) NT$60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慈悲藥師寶懺

(國語注音)/ .-- 二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909 .-- 2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85-897-9 (經摺裝) NT$250  

山 道 . 景 : 曾 雍 甯 個 展 = Passomg 

Landscapes: Tzeng Yong-Ning Solo 

Exhibition/孔鳴編輯 .-- 新北市 : 高士

文化藝術, 10910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4948-5-4 ( 平 裝 ) 

NT$1000  

* 山 鐘 : 柯 孟 軒 個 人 創 作 樂 譜 = 

SQAQAY TA'LA: Loshing Ke/柯孟軒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柯 孟 軒 , 

10909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42-8 (精裝) NT$300  

日本經典名作: 台、華語翻譯/吳昭

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吳昭新,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110-4 (PDF)  

月在波心說向誰: 小學生美文蠡測/

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編選 .-- 初

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9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1-4 (平

裝) NT$250  

不在繁華色相中: 吳士偉水墨畫集= 

Sight beyond sight: ink paintings by Wu 

Shih-Wei/吳士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紫藤廬分公司, 10910 .-- 9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0913-7-4 (平裝) 

NT$800  

少年讀紅樓夢/鄭宗弦, 楊奕成著; 左

萱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57-658-438-

1 (全套:平裝) NT$1800  

不完美的樂土-拚搏美國夢: 克服在

美國創業的各種甘苦之一盞燈/劉又

華(Terry Ni)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0-0 (PDF) NT$350  

中南美洲劇: 小黑點. 學生本= Little 

spotty. student book/彩虹兒童文化美

語戲劇研發團隊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10910 .-

- 24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150-1-4 (平裝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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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22-0 (PDF) NT$450  

太湖大學堂: 作夢都會笑的學校/郭

姮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 , 

10909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59-44-5 (平裝) NT$250  

水滸傳/施耐庵撰; 羅貫中纂修; 金聖

嘆批; 繆天華校訂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6957-7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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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25-1 (PDF) NT$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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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24-4 (PDF) NT$200  

手機拍精彩: 鍾國華攝影作品/鍾國

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9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56-5 (精裝) NT$600  

外国史/伊藤幹彦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致良, 10909 .-- 112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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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786-999-9 ( 平 裝 ) 

NT$500  

外国史論/伊藤幹彦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致良, 10909 .-- 1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526-0-6 ( 平 裝 ) 

NT$500  

卡 比爾 的革 命 : 談到 卡比爾 = The 

revolution: discourses on Kabir/ 奧 修

(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181-8-8 (PDF)  

*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早期介入服务

实务指引/廖华芳主编 .-- 臺北市 : 慶

寶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480-1-2 (PDF)  

未 來 聖 經 : 人 類 文 明 飛 躍 之 路 = 

Future Bible: the leap of human 

civilization/鄭登寶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鄭登寶, 10909 .-- 3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65-7 ( 精 裝 ) 

NT$350  

用幽默的方式,表達你的意思/文彥博

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0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42-2 (平裝) NT$380  

台海藝蹤. 2020/馮儀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臺灣畫院(臺北市), 10910 .-

- 4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5345-4-3 (平裝)  

布農.回家: 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

舊 社 溯 源 與 重 塑 計 畫 成 果 展 = 

Bunun.Musuqaisa Mulumaq/王威智撰

文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文化局, 

10910 .-- 3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0-1 (平裝)  

台灣公司治理雙年報. 下冊, 法規議

題 探 討 篇 . 2019/2020 年 = Taiwan 

corporate governance biennial report 

2019/2020: part 2/2-legal and regulatory 

issues/林仁光等作; 柯承恩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249-8-9 (PDF) NT$600  

台灣王爺信仰神源采風. 第貳輯/陳

進成著 .-- 初版 .-- 屏東縣 : 鼎緒洋行, 

10909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35-0-4 (平裝) NT$650  

台灣百大網紅聯名寫真. 2020/陳豪總

編輯 .-- 彰化縣 : 名媚國際, 10909 .-- 

33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82-0-2 (精裝) NT$1580  

台灣電路板產業智慧製造導入指引

/ .-- 桃 園 市  : 臺 灣 電 路 板 協 會 , 

10909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192-1-0 (平裝)  

台 灣 觀 光 政 策 白 皮 書 = Taiwan 

Tourism 2030/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作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 10909 .-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1-

182-7 (平裝) NT$399  

全身調理地圖: 減肥.美顏.手腳冰冷.

頭痛.肩膀僵硬的究極按摩技巧 34 招

/市野 SAORI 作; 呂仙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01-8 (平

裝)  

如何讓牙齒使用到 100 歲/何啓峰編

著 .-- 新北市 : 何啓峰,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080-0 (EPUB) 

NT$200  

向明手抄詩選/向明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9020-6-9 (全套:經摺裝) 

NT$1000  

向明手抄詩選: 向明詩抄/向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 , 

10911 .-- 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99020-4-5 (經摺裝) NT$500  

向明手抄詩選: 草叢裡的詩/向明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 

10911 .-- 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99020-5-2 (經摺裝) NT$500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 藥

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玄奘法師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有願文化 , 

109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1961-9-2 (平裝) NT$130  

宇宙奧德賽: 漫步太陽系/王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12-1 

(EPUB) NT$295  

光明語錄. 民國 110 年版/谷口雅宣, 

谷口清超 , 谷口雅春作 ; 宗教法人

「生長之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10911 .-- 31 面; 39

公分 .-- ISBN 978-986-97139-3-1 (平裝) 

NT$70  

如晤 : 松蔭藝術特輯 . 2020/潘敦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松蔭藝術 , 

10910 .-- 2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6367-6-6 (平裝)  

全 球 华 人 计 算 机 教 育 应 用 大 会

(GCCCE2020)大会论文集. 第二十四

届/黄龙翔等主编 .-- 初版 .-- 桃園市 : 

全 球 華 人 計 算 機 教 育 應 用 學 會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399-2-1 (PDF)  

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 第三十

二 屆 = Rocling 2020: The 32nd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by The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ACLCLP .-- 1st ed. .-- 臺北

市 : 計算語言學學會, 10909 .-- 4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769-3-2 (平

裝)  

企業診斷實務/黃憲仁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93-1 (平

裝) NT$450  

如影隨行: 薛保瑕個展= One and the 

Other: 2020 solo exhibition of Ava 

Hsueh/薛保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0909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6-1-9 (平裝)  

在賽珍珠基金會做善事/尤英夫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10909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3224-3-1 (平裝)  

村子. 2= As time goes by/張桂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爾幹洋行, 10910 .-

- 319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90412-3-2 (平裝) NT$360  

我今天也爆炸了/黑貓圖.文 .-- 第一

版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9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

55-8 (精裝) NT$500  

宋元明清四朝先哲言行錄/董賢化輯

錄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9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55-7 (平裝) NT$490  

你不知道的解讀與寫作: 獻給想要寫

好作文的學生/劉崇義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劉崇義, 10910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6-3 (平裝) 

NT$220  

走出悲情: 二二八事件紀實口述歷史

/洪顯詔文字採訪 .-- 新北市 :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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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總會, 10909 .-- 25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569-0-1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350  

沒有必要搞得很私人: 東海大學 105

級美術系學士班畢業畫冊/東海大學

美術系 105 級學士班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東海美術系所, 109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0-8 (平

裝)  

狄式白話<暗黑>投資心理學 /狄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彙通文流社,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960-4-0 (EPUB)  

我在雨天等你/王艾琳編著 .-- 初版 .-

- 花蓮縣 : 王艾琳, 10909 .-- 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81-7 (平裝)  

沒有裂縫,就不會透亮光: 侷限就是

燦爛人生的原動力= Broken places & 

outer spaces: finding creativity in the 

unexpected/ 妮 狄 . 奧 考 拉 夫 (Nnedi 

Okorafor)作; 林步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612-6 (PDF) 

NT$280  

*免拆窗之窗戶清洗系統/張玉琪著 .-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大, 10910 .-

- 49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995-2-9 (平裝) NT$100  

你要永遠不知好歹,永遠熱淚盈眶/明

星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18-8 (PDF) NT$320  

谷莫尼的 LINE 貼圖設計. 第一輯. 

2018-2020/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許玉青,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2-5 (PDF) NT$300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 0 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910 .-- 冊 .-- ISBN 978-986-166-459-

0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

460-6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

166-461-3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462-0 (全套:精裝)  

杜連魁=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奧

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原作; 王大

閎譯寫 .-- 再版 .-- 台北市 : 文心藝術

基金會, 10910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5-0-2 (精裝)  

李登輝人生攻略書: 一本讀懂李登輝

實踐哲學與體制內改革路線/葉柏祥

(費邊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費邊

社文創, 10909 .-- 3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97-2-4 ( 平 裝 ) 

NT$420  

走過世界村/荊棘著 .-- 新北市 : 荊棘,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82-4 (EPUB)  

我愛老鷹/陳世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3-1 (PDF) NT$380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一切如來心祕

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國語注

音)/ .-- 二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909 .-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85-

898-6 (經摺裝) NT$220  

何 謂 屬 靈 恩 賜 ?= What are spiritual 

gifts?/溥偉恩(Vern S. Poythress); 郭熙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 

10909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69-8-2 (平裝) NT$140  

何謂贖罪?= What is the atonement?/理

查.腓利斯(Richard D. Phillips)著; 郭熙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 

10909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69-7-5 (平裝) NT$140  

見證狂飆的年代: <<大學雜誌>>20

年內容全紀錄提要(1968-1987)/陳達

弘策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034-4-8 (PDF) NT$500  

我願意為妳朗讀/徐林克作; 姬健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15-0 

(EPUB) NT$320  

空。山。遊 : 徐畢華的隱逸美學= 

Infinities of nature,being,art/徐畢華著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宏群國際藝術, 

10910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88315-6-8 (平裝) NT$2000  

奇卡布/孫蕙琪作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網迅雲端, 10909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53-4 (精裝) 

NT$300  

林正言的傳奇人生/林正言作 .-- 桃園

市 : 傳奇出版社,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39-2-5 (平裝) 

NT$300  

長老職分課程/水流職事站編輯部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910 .-- 2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66-463-7 (第 2 冊:平裝)  

*亞里斯多德/曾仰如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9-3229-3 (EPUB)  

東周列國志/(明)馮夢龍原著; 胡其瑞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47-8 (EPUB)  

兩岸經濟合作與新南向政策: 臺灣的

策略與佈局/郭國興著 .-- 增訂 2 版 .-

- 臺北市 : 郭國興, 10909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02-9 (平裝) 

NT$300  

花城弘凱著作集/花城可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9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998-2 (第

4 冊:平裝) NT$330  

表面張力= Tension/Surface/曾義欽等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李威辰 , 

10910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17-3 (平裝) NT$900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09 學年度/劉珠

利總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8-062-2 (PDF)  

事 情 沒 有 那 麼 糟 / 凱 瑟 琳 . 史 密 斯

(Kathleen Smith)著; 林靜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314-78-7 

(EPUB) NT$380  

夜晚的新鄰居/黃顯雅作 .-- 第一版 .-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40-54-1 (精

裝) NT$500  

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學系解剖學實

驗手冊/何宛怡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醫大解剖學科, 10909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6105-48-7 (PDF)  

前人行誼: 向台灣珊瑚產業致敬/蘇

朝榮作 .-- 臺北市 : 海寶實業有限公

司,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11-0-4 (平裝) NT$460  

為什麼員工都是哈士奇,狼呢?: 盧希

鵬 x 隨經濟下的 12 大創新與創業家

精神/盧希鵬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17-1 (PDF)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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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思考= Think how to think/楊

大輝, 楊子漠, 張翼鵬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翻滾海貍工作室, 10909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14-0-

1 (平裝) NT$499  

活在你的生活裡/王艾琳作 .-- 初版 .-

- 花蓮縣 : 王艾琳, 10909 .-- 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04-3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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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著; 

許瑞宋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613-3 (PDF) NT$550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 臺灣蘇聯、中

東歐研究泰斗/杜子信等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編輯

委員會,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05-1-0 (PDF)  

南師原聲: 教育關鍵字/南懷瑾講述; 

郭姮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9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059-42-1 (平裝) NT$250  

英語基礎句型暨翻譯練習 /曾貴祺

著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 

10910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2-24-7 (平裝)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3/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11 .-- 冊 .-- ISBN 978-

957-32-8884-8 (全套:平裝) NT$499  

* 紀 錄 片 教 學 實 踐 與 省 思 : Maxine 

Greene 美育融入紀錄片教學實踐研

究= Documentary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flection/林建志著 .-- 初版 .-- 彰化縣 : 

佐爾視覺, 10909 .-- 1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7221-1-7 (精裝)  

幽默的人,不會為了小事情氣不停/塞

德娜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4-6 (平裝) NT$380  

哈囉幸福/黃奕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碩果文化創意, 10911 .-- 355 面; 

16X19 公分 .-- ISBN 978-986-99647-0-

8 (平裝)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 7 階/中華

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教

材編審委員會 .-- 再版 .-- 臺北市 : 中

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10909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071-4-3 (平

裝) NT$200  

海之樂章: 莊賢智攝影作品集. 2020/

莊賢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9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90-0 (精裝)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12/悟顯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51-4-0 (PDF)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13/悟顯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51-6-4 (PDF)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2/悟顯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51-3-3 (PDF)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3/悟顯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51-5-7 (PDF)  

追求高效能的 CISSP: 思考導向練習

題本/吳文智等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吳文智, 10909 .-- 24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3-8154-8 (平裝)  

神性的旋律: 談到卡比爾的歌= The 

divine melody: talks on songs of Kabir/

奧修(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 高

雄市 : 道上的人,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181-7-1 (PDF)  

神的經綸與基督身體的建造/李常受

著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0910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6-458-3 (平裝)  

娜娜告訴你,這才是日本!社會.風土.

教育/娜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2-9 (EPUB) NT$295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2. 第一冊, 

FOR VIOLIN/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

- 初版 .-- 台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0 .-

- 56 面 ; 31 公分  .-- ISBN 978-986-

99548-0-8 (平裝) NT$24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3. 第一冊, 

FOR VIOLA/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 

初版 .-- 台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0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

1-5 (平裝) NT$24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 OP.27. 第一冊, 

FOR CELLO/展翊愛樂評教團編輯 .-- 

初版 .-- 台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0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

2-2 (平裝) NT$24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 OP.28. 第一冊, 

FOR BASS/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 

初版 .-- 台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0 .-- 

5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

3-9 (平裝) NT$240  

時間感手帳 Running Planner 最強時間

管理術完整指南/黃昱毓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10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9-8 (平

裝) NT$300  

*高雄電影節節目專刊 . 2020= 2020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catalogue/黃晧

傑策展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電影

館, 10909 .-- 18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75-1 (平裝) NT$50  

真愛之約: 婚前輔導手冊/淡江教會

婚輔團隊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

教會, 10910 .-- 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583-0-1 (平裝)  

財經英文/林明坤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 10909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22-20-9 (平裝)  

哲學原來很有趣: 16 位大師的精華課

/劉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19-0 (EPUB)  

悅讀日治時代花蓮港廳的初等教育/

廖高仁編著 .-- 初版 .-- 花蓮縣 : 廖高

仁, 10910 .-- 45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38-1 (平裝) NT$390  

第 100 根白毛/盧方方文; 嫩毛林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侒可傳媒, 10911 .-

- 4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979-1-4 (精裝) NT$300  

第 17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暨第 41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作 .-- 新竹縣 : 

電力電子協會,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816-2-8 (PDF)  

從今天起,開啟你的斜槓生活: 只要

五步驟,史上最強時間規劃術/黃昱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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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510-41-1 (平裝) NT$300  

國民中小學數學詞彙知識測驗: 指導

手冊/吳昭容, 曾建銘, 陳伯熹編製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929-4 (平

裝) NT$450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8-109 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

核處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大品保

處, 1091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4-1 (平裝)  

羚羊與蜜蜂: 眾生的演化奇景/陶雨

晴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33-6 (EPUB) NT$245  

情批/阿尼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11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49-16-9 ( 精 裝 ) 

NT$400  

麥克米倫高級英漢雙解詞典/Michael 

Mayor 作; 蘇正隆,曾泰元譯 .-- 增修

二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9 .-- 2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5-

0 (平裝) NT$1550  

探究式閱讀: 黃國珍的閱讀進階課,

從自我提問到深度思考,帶你讀出跨

域素養力/黃國珍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2-9 (EPUB) 

NT$360  

逐步東行: 聚說/劉覲瑢主編 .-- 新竹

縣 : 彭雅芳, 10910 .-- 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92-3 (平裝)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張瀞予主編 .-- 初版 .-- 臺

南 市  : 臺 南 應 用 科 大 設 計 學 院 , 

10910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615-54-3 (平裝)  

覓情記/涂敏芬等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10909 .-- 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736-63-4 (平裝) NT$300  

* 掃 描 1.0: 質 性 藝 術 =Scanning1.0 

qualititative art/陳柏源編輯 .-- 高雄市 : 

詹獻坤, 10909 .-- 3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8-0 ( 平 裝 ) 

NT$250  

異境之表現形式探索: 動畫作品創作

論 述 = Creation description of exotic 

expression/王英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五行, 10909 .-- 10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388-15-6 ( 平 裝 ) 

NT$360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20 年/流通快

訊雜誌作 .-- 臺北市 : 流通快訊雜誌, 

10911 .-- 2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5674-7-3 (平裝)  

菩萨的成就/白云老禅师着 .-- 初版 .-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79-5-8 (PDF) 

NT$130  

*媒三甲班刊/李家瑩責任編輯 .-- 臺

北 市  : 實 踐 大 學 媒 傳 設 計 系 所 , 

10909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629-396-2 (平裝) NT$300  

掌上美術館. 5, 鐵路便當/ .-- 初版 .-- 

臺北市 : 有度, 10910 .-- 2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17-2-1 (精裝) 

NT$390  

掌上美術館. 6, 旺財的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度, 10910 .-- 2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17-3-8 (精裝) 

NT$390  

畫中有話: 藝術家旅行寫生活動/林

榮森總編輯 .-- 南投縣 : 投縣美術學

會,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49-1-4 (平裝)  

提升決策使用之 ESG 資訊品質指引: 

制定公司路徑圖/林芃昀翻譯編輯 .-- 

臺北市 :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7-25-2 

(PDF)  

華台常用詞彙對照表(3000 詞)/吳昭

新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吳昭新,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71-8 (PDF)  

最美的祝福: 福音見證. 第二十集/財

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0909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66-457-6 (平裝)  

創新秩序重構: 未來 30 年世界與中

國大變局/吳家喜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5-0 (EPUB) 

NT$295  

創業這條路= The E-myth revisited/麥

克.葛伯(Michael E. Gerber)作; 嚴慧珍

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7614-6-8 (平裝) NT$380  

喝遍義大利(暢銷紀念版)= Un piccolo 

viaggio fra i vini italiani/陳匡民著 .-- 臺

北市 : 積木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245-6 (EPUB) 

NT$580  

*詞學: 說給你聽-唐宋詞 10 講/許玉

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023-7 (PDF) NT$550  

*提醒拔出鑰匙裝置= Key unplugged 

alarm/張玉琪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

國科大, 10910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5-1-2 ( 平 裝 ) 

NT$100  

單簧管幻想曲研究: 「夏日幻想」葉

明和單簧管獨奏會樂曲分析與詮釋

理 念 = A study on clarinet fantasies: 

interpretive analyses of Min-Ho Yeh's 

Clarinet recital program: Fantasies in the 

Summertime/葉明和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葉明和,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7-3 (PDF) NT$400  

黃鐘初級弦樂四部合奏曲集/黃輔棠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9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799-62-5 (平裝) NT$450  

會!日本語中階. 2/できる日本語教材

開発プロジェクト等著; 嶋田和子監

修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0912 .-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

194-5 (精裝附光碟片) NT$480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於護理系學生護

理 報 告 撰 寫 能 力 之 教 學 成 效 = 

Utilizing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competency of 

nursing report writing/謝春滿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0909 .-- 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76-6-8 (平

裝) NT$150  

當改革遇見王安石/陳勝利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18-3 

(EPUB) NT$260  

遇 見 神 奇 獨 角 獸 = The wonder of 

unicorns/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著; 

黃愛淑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

能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6-5-1 ( 平 裝 ) 

NT$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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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大道 太湖之光: 重整中國文化

斷層的新學校教育典範/郭姮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9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3-

8 (平裝) NT$250  

*經典心鑰: 錯過而過錯 修身正心誠

意/吳汪昶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吳汪

昶,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8016-9 (PDF)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

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09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6-1 (平

裝)  

愛的精力湯: 生活智慧故事/陳基安

作 .-- 臺中市 : 吉田, 10909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985-9-1 (平

裝) NT$150  

催眠之聲伴隨你: 催眠諮商大師艾瑞

克森的故事與手法= My voice will go 

with you: the teaching tales of Milton H. 

Erickson/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 史德奈.羅森(Sidney Rosen)

著; 蕭德蘭譯 .-- 五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36-4-4 (平裝) 

NT$480  

奧修談勇氣: 在生活中冒險是一種喜

悅 = Courage: the joy of living 

dangerously/ 奧 修 (Osho) 著 ; 黃 瓊 瑩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36-6-8 (平裝) NT$340  

零規則= No rules rules/瑞德.哈斯汀

(Reed Hastings), 艾琳.梅爾(Erin Meyer)

著; 韓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16-4 (PDF) NT$450  

腦筋急轉彎/張祥斌主編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31-2 (EPUB) 

NT$225  

聖經人文史地/陳勝全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10908 .-- 4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850-4-1 (精裝)  

媽媽的小確幸/橘子貓與青檸文; Pak.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34-3 (EPUB) NT$280  

鼓樂基礎訓練: 樂活擊樂系統教材= 

Lohas percussion group: lohas percussion 

group training system/曾德偉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曾德偉, 10910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3-

2 (平裝) NT$150  

經營管理的世界<<系統模型篇>>/王

忠華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杰華經管

工作室, 10910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96-0-5 ( 平 裝 ) 

NT$500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 20 週年會員聯展

暨城市交流展= Painting/林銘毅總編

輯  .-- 臺中市  : 中市油畫家協會 , 

10909 .-- 52 面; 25X35 公分 .-- ISBN 

978-986-88370-2-7 (精裝)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數理資

優班專題研究成果彙編. 第拾玖屆/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第拾玖屆廉班全

體同學作 .-- 臺北市 : 北市中山女中, 

10910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9-25-3 (平裝)  

臺北醫學大學校史/林建煌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290-1 (精

裝) NT$1000  

趙自齊先生紀念集/ .-- 初版 .-- 臺北

市 : 趙自齊教育基金會, 10910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174-1-

6 (精裝)  

漢字福音/張起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同心國際傳播, 10909 .-- 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1885-3-1 (平裝) 

NT$70  

* 蒙 受 祝 福 ! 我 , 上 帝 , 您 /F.Sabo L. 

Ulechong 作  .-- 臺北市  : F.Sabo L. 

Ulechong, 10909 .-- 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8-7 (平裝)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六輯/鄭家建, 李建華總策劃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09 .-- 冊 .-- 

ISBN 978-986-478-406-6 (全套:精裝) 

NT$23800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侯壽峰創作.

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侯壽峰 , 

10909 .-- 冊 .-- ISBN 978-957-43-8099-

2 (全套:精裝)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1, 

國內外獲獎代表作特集/侯壽峰創作.

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侯壽峰 , 

10909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95-4 (精裝) NT$300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2, 

寶島風光.富貴吉祥 創作特集/侯壽

峰創作.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侯壽

峰, 10909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096-1 (精裝) NT$300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3, 

世界瑰寶.觀光景點 創作特集/侯壽

峰創作.撰稿 .-- 初版 .-- 臺中市 : 侯壽

峰, 10909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097-8 (精裝) NT$300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4, 

乘坐帝王龍船.遨遊世界地標 創作特

集/侯壽峰創作.撰稿 .-- 初版 .-- 臺中

市 : 侯壽峰, 10909 .-- 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3-8098-5 ( 精 裝 ) 

NT$300  

慢經濟: 遇見池上.心風景/游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9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14-0 

(PDF) NT$380  

構圖 臺灣: 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入圍

作品集 . 2020= Go to Taiwan 3rd: o-

bank education foundation & apollo art 

awards catalogue of the nominees/財團

法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 阿波羅畫

廊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阿波羅畫廊, 

10910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88089-4-2 (平裝)  

福爾摩沙天籟穹音的喜悅: 21 世紀臺

灣現代鋼琴獨奏曲集. 少年中級篇= 

Joyous sound of heaven-Formosa piano 

solos: an artistic late beginning-

intermidiate collection for piano solo/吳

英俊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國音樂書

房, 109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322-8-8 (平裝) NT$330  

福爾摩沙天籟穹音的喜悅: 21 世紀臺

灣現代鋼琴獨奏曲集. 學術演奏級= 

Joyous sound of heaven-Formosa piano 

solos: an artistic academic advanced/吳

英俊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國音樂書

房, 10910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322-9-5 (平裝) NT$350  

輕鬆學西語= Poco a poco/邱毓芳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豪風,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34-96-

8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認識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藝術之美 /

吳貴德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吳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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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64-7 (平裝)  

臺灣民眾黨特刊. 第一冊/蔣朝根編

著 .-- 臺北市 :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5562-7-

9 (全套:平裝)  

緣旭書藝學會庚子聯展作品集/呂英

麟執行主編 .-- 新北市 : 新北市緣旭

書會, 10910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40-1-4 (平裝)  

數位課程經營教學: 民法與生活課程

之實踐/陳哲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哲斐, 10909 .-- 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6-4 ( 平 裝 ) 

NT$135  

數位課程經營教學: 商事法課程之實

踐/陳哲斐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陳哲

斐, 10909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67-1 (平裝) NT$135  

蔡國瑞大師禱詞與祈請文= MCKS 

payers & invocations/Allen Chen 翻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慈光星酉講堂, 

10911 .-- 40 面; 16X15 公分 .-- ISBN 

978-986-96498-5-8 (平裝)  

築千年的希望: 九二一希望工程紀念

詩集/林碧玉著 .-- 再版 .-- 新竹縣 : 如

是文化,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44-5 (EPUB) NT$300  

歷史的六個面孔: 探求歷代經濟變革

家的局/余耀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14-5 (EPUB) 

NT$295  

*澳洲人的臺灣= The Taiwan of the 

Aussies/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045-9 (平裝) NT$650  

憶起來時路 幸福都在/蔡順柔, 蘇玉

英主編 .-- 屏東縣 : 屏縣好好婦女權

益發展協會, 10909 .-- 9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87959-3-8 (平裝)  

鋼琴小品集/應廣儀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910 .-- 2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8524-51-4 ( 平 裝 ) 

NT$300  

學會放下,才能活在當下/千江月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0 .-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741-5 (平裝) NT$380  

韓 國 現 代 小 說 中 傷 痕 樣 向 研 究 = 

한국 현대소설의 트러우마 양상 

연구/張秀蓉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09 .-- 247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0-0-1 (平裝) 

NT$600  

*環境教育海港城市=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rbour city/杜岳作 .-- 臺北

市 : 杜岳,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044-2 ( 平 裝 ) 

NT$650  

營養 5 餐: 校園廚房超實用秘笈/夏凡

玉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灃食基

金會, 10910 .-- 6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7422-1-4 ( 平 裝 ) 

NT$200  

禧髮: 媽媽宴會造型工具書/洪宇彤, 

陳筱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洪宇彤, 

10910 .--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3-8185-2 (平裝)  

舊文新書系列. 1, 作曲回眸/黃輔棠

(阿鏜)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

樂文化, 10909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56-4 ( 平 裝 ) 

NT$350  

舊文新書系列. 2, 作品演出錄音記/

黃輔棠(阿鏜)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化, 10909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799-57-1 (平裝) 

NT$350  

舊文新書系列. 3, 學而不厭集/黃輔

棠(阿鏜)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

音樂文化, 10909 .-- 17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799-58-8 ( 平 裝 ) 

NT$350  

舊文新書系列. 4, 評書.評樂.評人/黃

輔棠(阿鏜)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

鐘音樂文化, 10909 .-- 1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799-59-5 (平裝) 

NT$350  

舊文新書系列. 5, 網路雜帖/黃輔棠

(阿鏜)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

樂文化, 10909 .-- 1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60-1 ( 平 裝 ) 

NT$350  

舊文新書系列. 6, 他人寫阿鏜/黃輔

棠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黃鐘音樂文

化, 10909 .-- 2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799-61-8 (平裝) NT$350  

薩克斯風基礎教材 . 2= C'est la vie: 

saxophone book 2/程森杰 , 陳柏璇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程森杰, 10909 .-- 5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43-8074-

9 (平裝) NT$360  

簡 單 又 快 樂  正 能 量 企 鵝 摺 紙

BOOK/ISHIKAWA☆MARIKO 作 ; 

RURUTEA 插畫; 陳怡君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02-

5 (平裝)  

*燾陽日待熾/柯茗耀作 .-- 新竹市 : 

竹風彩印, 10908 .-- 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641-3-6 ( 平 裝 ) 

NT$600  

醫學人文/陳妍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10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0-5 (第 1 冊:平裝) 

NT$280  

證嚴法師說故事: 小過受苦報(中英

對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gavampati's karmic retributions/釋證嚴

講述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10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44-

8-9 (精裝)  

證嚴法師說故事: 牧童哭牛(中英對

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the herd boy/釋證嚴講述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10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04-0-3 (精裝)  

證嚴法師說故事: 頭髮築巢(中英對

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the most unlikely home/釋證嚴講述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10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44-9-6 (精裝)  

魔法提琴小波特= Magic violin little 

Potter/趙偉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JC 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10909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74-2-0 (平

裝附光碟片) NT$280  

魔物獵人發想的法則 . 2, 禁忌之書

/ambit 作;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2-635-3 (精裝)  

鑑古知證券交易法/李洙德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百利, 10910 .-- 559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975-6-9 (平

裝) N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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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學大乘/悟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51-7-1 (PDF)  

歡樂品數學: 愛上你眼中的魔鬼學科

/唐小謙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52-17-6 (EPUB) NT$295  

邏輯學原來很有趣: 16 位大師的精華

課/齊露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16-9 (EPUB)  

讓我們在此相遇吧!: 草山玉溪的故

事= Let this be the rendezvous of our 

serendipity: the story of garden 91/葉姿

吟文字; atelier rouc 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蔚藍藝術經紀, 10910 .-- 48 面; 

30X28 公分 .-- ISBN 978-986-98385-3-

5 (精裝) NT$450  

觀音三經/釋悟顯倡印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209-6-0 (PDF)  

*新譯莊子讀本/黃錦鋐注譯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32-4 (EPUB)  

新譯菜根譚/吳家駒注譯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6956-0 (EPUB)  

佛藏經講義. 第七輯/平實導師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91-8-6 (PDF)  

逃避試探 : 從性捆綁中得自由= A 

way of escape/ 尼 爾 . 安 德 生 (Neil T. 

Anderson)著; 姚彥懿譯 .-- 新北市 : 台

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4-9-9 (EPUB) 

NT$240  

擊開捆鎖: 勝過負面思想、荒謬情緒、

慣性罪行= The bondage breaker/尼爾.

安德生(Neil T. Anderson)著; 鄧嘉宛

譯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

部,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434-8-2 (EPUB) NT$340  

鄉居筆記/陳照旗文字; 鐘銘誠繪圖 .-

- 初版 .-- 宜蘭縣 : 上旗文化, 10910 .-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6433-69-6 (平裝) NT$450  

節氣香草筆記/蔡怡真文字; 呂麗秋

繪圖 .-- 初版 .-- 宜蘭縣 : 上旗文化, 

10910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6433-70-2 (平裝) NT$450  

抗炎止敏、日日瘦身!Vivian 的減醣

家庭料理/邱玟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1-1-0 (EPUB) NT$399  

*當花瓶又怎樣!你可以是青花瓷!/李

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9314-73-2 (EPUB) NT$380  

從麵包到蛋糕的追求: 歐洲經濟社會

史= From bread to cake: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何萍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45-4 (EPUB)  

歐洲從東邊玩: 歐洲人的旅遊天堂波

羅的海三小國、德東、波蘭、捷奧

匈金三角,安全 X 超值 X 好吃 X 好玩,

小資族也可以輕鬆上路!/背包 Ken(吳

宜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445-2-6 (EPUB) NT$380  

*文與情/琦君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6935-5 (EPUB)  

所有溫柔都是你的隱喻/不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05-1 (EPUB) 

NT$399  

三國演義/羅貫中撰; 毛宗崗批; 饒彬

校注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48-5 (EPUB)  

兒女英雄傳/(清)文康原著; 詹文維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46-1 (EPUB)  

*日日朵朵/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3-3604-4 (EPUB) NT$380  

朵朵相遇小語: 每一個別人,都照見

了自己/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601-3 (EPUB) NT$340  

借一段有你的時光: 我們用青春打造

的城市風景/法呢著.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02-0 (EPUB) 

NT$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