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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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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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中山學報. 第三十九期 = Dr. Sun Yatsen academic journal 2020 / 中山學報
編輯委員會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中
山學術研究會, 10910 .-- 110 面; 30 公
分 .-- 年刊 .-- ISBN 978-986-89898-6-3
(平裝)
1.孫中山思想 2.期刊 005.05

目錄學；文獻學
人文藝術書目. 109 年度 : 教育部 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2 .-- 160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84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多元文化書目. 109 年度 : 教育部 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2 .-- 22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53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多元學習書目. 109 年度 : 教育部 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2 .-- 18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77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科技創新書目. 109 年度 : 教育部 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2 .-- 14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60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樂活環保書目. 109 年度 : 教育部 109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輔

導工作計畫 /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家圖書館, 10912 .-- 15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46 (平裝) NT$200
1.推薦書目 012.4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木棉樹下的悅讀者. 十 : 大安好書推
薦金質獎及暑期圓夢金合輯. 第十屆
/ 第十屆金質獎得主, 第十屆暑期圓
夢金得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圖書館,
109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9-38-3 (平裝)
1.圖書館推廣服務 2.閱讀指導 3.中
小學圖書館 023.92
臺南市立圖書館 : 百年書香 / 洪玉貞
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立圖書館,
10912 .-- 17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0-58-0 (平裝) NT$300
1.臺南市立圖書館 026.4
檔案法令彙編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編 .-- 五版 .-- 新北市 : 檔案
局,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2-7 (平裝) NT$100
1.檔案管理 2.檔案法規 027.023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知識大百科 / DK 出版社作 ; 韓翔中,
黃彼得, 堤熊子子翻譯 .-- 初版 .-- 嘉
義市 : 明山, 10912 .-- 360 面; 31 公分 .- (DK 大百科系列 ; 5) .-- ISBN 978986-6384-40-0 (精裝) NT$125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國立中山大學校慶特刊暨年報.
2019-20 =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 蔡秀芬等編
輯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 10910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01487-8 (平裝)
1.期刊 051
時代光點 : 臺灣民報一九二五年新
年特大號重製及解碼 / 蔣朝根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英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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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冊 .-- ISBN 978-986-91893-92 (全套:精裝) NT$1600
1.報紙 2.新聞報導 3.臺灣 059.933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博物館營運新思維 / 陳翊綾等合著 ;
黃光男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
家, 10910 .-- 1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1-6 (平裝) NT$280
1.博物館管理 2.博物館行政 069.1

普通論叢
容齋隨筆 : 宋代最強紙上知識型
Youtuber,一本什麼都能談的歷史脫
口秀 / 洪邁著 ; 東籬子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0911 .-- 430 面;
23 公分 .-- (風華系列 ; 14) .-- ISBN
978-986-98874-9-6 (平裝) NT$380
1.筆記 2.南宋 071.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慶文博學院學
生論文集. 108 學年度 = Proceedings of
the Students Research Conference in the
College of Letter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NNUA.
2019 / 李俊緯執行編輯 .-- 臺南市 : 臺
南藝術大學, 10911 .-- 25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425-2-5 (平裝)
NT$500
1.言論集 078

普通叢書
古籍新刊江西賦役經制全書 / 林登
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7988-5-3 ( 全 套 : 精 裝 )
NT$30000
1.叢書 2.清代 082

哲學類
中國哲學
出發吧!哲學時空旅行. 2 : 從孔孟到
甘地,認識奠定東洋文化基礎的 12 位
思想家 / 金潤秀, 尹才薇著 ; 馮燕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5-7 (平裝)
1.中國哲學 2.東方哲學 3.通俗作品
4.漫畫 120
元氣之外無太極 : 宋明清理學中的
「氣論」研究 / 王俊彥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1 .-- 420 面; 23
公分 .-- (著作集叢書 ; 1600005) .-ISBN 978-986-478-410-3 ( 平 裝 )
NT$500
1.中國哲學 2.文集 120.7
易理通,行天下 / 曾仕良著 .-- 新北市 :
中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9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8-11 (平裝) NT$300
1.易經 2.注釋 121.12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 上經 /
黃慶萱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976 面; 23 公分 .-- (古籍今注
新譯叢書) .-- ISBN 978-957-14-6993-5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易經研究 / 廖慶六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廖慶六, 10910 .-- 421 面; 26x19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14-9 (精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3.臺語 121.17
人性與自我修養 / 杜維明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08-5648-4 ( 平 裝 )
NT$520
1.儒學 2.文集 121.207
四書通貫綱要 / 劉偉見著 .-- 初版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0 .-- 45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47-3
(20K 平裝)
1.四書 2.研究考訂 121.217
*讀經之要 / 許仁圖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河洛圖書出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發行,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7548-2-8 ( 全 套 : 平 裝 )
NT$500
1.四書 2.五經 3.研究考訂 121.217
孔子辭典 / 傅佩榮主編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11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39-2 ( 精 裝 )
NT$450
1.論語 2.注釋 3.詞典 121.222
論語之雍也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心 ; 6) .-ISBN 978-986-6574-86-3 (平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6

(上冊:平裝) NT$620 .-- ISBN 978-986522-334-2 (下冊:平裝) NT$650
1.墨子 2.注釋 121.411

孔門十弟子 / 傅佩榮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38-5 ( 平 裝 )
NT$320
1.儒家 121.24

我不是教你玩陰的 / 章岩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11 .-- 100
面; 21 公分 .-- (成功講座 ; 363) .-ISBN 978-986-392-333-6 ( 平 裝 )
NT$320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3.謀略
121.887

大學白話小註 / 袁翥鶚講述 ; 陳樹旺
整理 .-- 一版 .-- 新北市 : 育德文化,
10910 .-- 4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46-2-3 (平裝)
1.大學(經書) 2.注釋 121.251
白陽中庸讀本 : 中庸首章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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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04-96-8 (平裝)
1.中庸 2.研究考訂 121.2537
道家經典 / 明誠佛堂經典編輯委員
會彙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911 .-- 9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86-799-6 (精裝) NT$480
1.道家 121.3
老子道德經管理思想之現代價值 /
陳元義, 陳昱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元義, 陳昱妙, 11001 .-- 1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1-7 (平裝)
1.(周)李耳 2.老子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31
石破天驚說老子 / 陳錫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家,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國家文史叢書 ; 159) .-ISBN 978-957-36-1575-0 ( 平 裝 )
NT$3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圖解:道德經 / 唐譯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 10911 .-- 352 面; 23 公
分 .-- (文瀾圖鑑 ; 53) .-- ISBN 978-986392-334-3 (平裝) NT$420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莊子>>一次看透 / 周慶華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11 .-214 面; 21 公分 .-- (諸子百家大講座 ;
20) .-- ISBN 978-986-99130-9-6 (平裝)
1.莊子 2.研究考訂 121.337
墨子 / 墨子及其弟子與墨家後學原
著 ; 孫詒讓注疏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冊 .-- (經典名著文庫 ;
128-129) .-- ISBN 978-986-522-333-5
6

明代心學的文獻與詮釋 / 鍾彩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文哲所,
10909 .-- 494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 ;
55) .-- ISBN 978-986-5432-57-7 (平裝)
NT$480
1.理學 2.明代哲學 3.比較研究 4.文
集 126
*巨變大轉型與新聯邦論 : 建構完整
國家體質說 / 歐崇敬著 .-- [新北市] :
歐崇敬出版 ; 嘉義市 : 華人智庫文化
創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0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8-5 (平裝) NT$360
1.歐崇敬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9

東方哲學
被誤讀的儒學史 : 國家存亡關頭的
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 / 姜智
恩著 ; 蔣薰誼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96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ISBN 978-957-08-5650-7 (平裝)
1.儒學 2.韓國 132.509

西洋哲學
思想錄 / 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著 ;
何兆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冊 .-- (經典名著文庫 ; 130131) .-- ISBN 978-986-522-335-9 (上冊:
平裝) NT$520 .-- ISBN 978-986-522336-6 (下冊:平裝) NT$500
1.巴斯卡(Pascal, Blaise, 1623-1662) 2.
學術思想 3.哲學 146.33
*存有的光環 : 馬賽爾思想研究 / 陸
達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Master ; 76) .-- ISBN 978-986-357-1933 (平裝) NT$580

1.馬賽爾(Marcel, Gabriel, 1889-1973)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6.79
馬克思 / 洪鎌德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96
面; 21 公分 .-- (世界哲學家叢書) .-ISBN 978-957-19-3239-2 (平裝)
1.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學
術思想 3.哲學 4.傳記 147.57
尼采 : 比讀書更重要的是思考 / 朴贊
國著 ; 王寧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
視野 New Vision,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9-1-3 (平裝)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66
當世界歷史的指針迴轉時 : "新現實
主義"解釋時鐘倒回的世界五大危機,
並提出解決的方案 / 馬庫斯.加布里
埃爾(Markus Gabriel), 大野和基合著 ;
黃意淩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
活 ; 477) .-- ISBN 978-986-5529-78-9
(平裝) NT$390
1.加布里埃爾(Gabriel, Markus, 1980-)
2.學術思想 3.新現實主義 4.哲學
147.8

邏輯學
共想邏輯 : 實驗室裡的推理週記 / 楊
倍昌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醫
科社研中心出版 : 楊倍昌發行,
10912 .-- 2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9148-8-8 (平裝)
1.邏輯 2.生物 3.科學 4.思考 150
基礎邏輯學 / 史芳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史芳銘出版 : 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總經銷, 109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243-9 ( 平 裝 )
NT$550
1.邏輯 150
魔鬼的邏輯 / 老凡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
分 .-- (成功講座 ; 365) .-- ISBN 978986-392-332-9 (平裝) NT$320
1.邏輯 150

形上學；玄學
破繭而出 : 師生問答 / 丁原俠(大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大悟淨修苑,

10910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3255-8-5 (精裝)
1.因果 2.生命教育 3.人生哲學
168.7

心理學
10 秒鐘趣味心理學教室 / 10 秒鐘教
室(Yan)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3) .-- ISBN 978-986-179-610-9 (平裝)
NT$35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50 個非知不可的心理學概念 / Adrian
Furnham 作 ; 游恒山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37-3 (平裝) NT$28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一分鐘心理專家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15 (平裝)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下, 陰影與個體化 /
鐘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5-8 (平裝) NT$32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上, 潛意識與永恆
少年 / 鐘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樹林,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4-1 (平裝) NT$32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青少女焦慮手冊 / 麗莎.達摩爾著 ; 曾
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21-5 (平裝)
1.青少年心理 2.青春期 3.焦慮 4.婦
女健康 173.2
女性心理學 / 莉莉安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新潮社,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4-6 (平裝)
1.女性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1
銀髮鬥志 : 用心贏得人生下半場 / 費
戴里 斯(Fidelis Ruppert) 著 ; 鄭玉英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與北文化,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心靈生命
叢書 ; SL018) .-- ISBN 978-986-974883-4 (平裝) NT$390
1.老年心理學 2.生活指導 173.5
7

人類憑什麼 : 重思生命的歷史與身
而為人的意義 / 梅蘭妮.查林傑
(Melanie Challenger)著 ; 陳岳辰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37-6 (平裝) NT$400
1.發展心理學 2.人類自然史 3.人類
發展 173.6
擁抱叛逆期 : 輔導室裡孩子的真心
話 / 羅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
玉文創,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10-42-8 ( 平 裝 )
NT$320
1.發展心理學 2.青少年心理 3.青春
期 173.6
我為什麼是我? : 探討原生家庭對個
性的影響小組手冊 / 高偉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心靈醫治
叢書 ; 40) .-- ISBN 978-957-556-891-7
(平裝)
1.人格心理學 2.家庭關係 173.75
圖解變態心理學 / 游恒山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9-8 (平
裝) NT$350
1.變態心理學 175
渣男 : 病態人格 : 精神科醫師剖析 7
種人格違常渣男,遠離致命愛情 / 王
俸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2) .-- ISBN 978-986-406-206-5 (平裝)
NT$350
1.精神分析學 2.心理病態人格 3.男
性 4.兩性關係 175.7
*精神分析的心智模型 : 從佛洛伊德
的時代說起 / 伊莉莎白.歐青克羅斯
(Elizabeth L. Auchincloss)著 ; 陳登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94-0 (平裝) NT$660
1.精神分析學 175.7
心智圖高分讀書法 / 胡雅茹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256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375) .-- ISBN
978-986-5529-82-6 (平裝) NT$320
1.記憶 2.讀書法 3.學習方法 176.3
元始點教學法 = The word of teachlearning method / 韓榮華作 .-- 高雄市 :

上鋐書庫, 10911 .-- 56 面; 15 公分 .-ISBN 978-986-96914-6-8 (平裝)
1.記憶 2.學習方法 3.漢學 176.33

- ISBN 978-957-9094-88-7 ( 平 裝 )
NT$320
1.壓力 2.抗壓 3.生活指導 176.54

ISBN 978-986-352-915-6 ( 平 裝 )
NT$270
1.生活指導 2.成功法 177.2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 Daniel H. Pink 著 ;
查修傑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from ;
36) .-- ISBN 978-986-5549-19-0 (平裝)
NT$350
1.創造性思考 2.成功法 176.4

想法一改變, 壓力就不見 / 吳娟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39-9 (平
裝) NT$350
1.抗壓 2.壓力 3.生活指導 176.54

思考力 : 哈佛教你打破一切常規、
超越障礙的深度思考 / 韋秀英著 .-臺北市 : 大樂文化,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98) .-- ISBN 978986-5564-00-1 (平裝) NT$26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墨菲定律 : 習慣思維 / 唐牧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3-2-9 (平裝)
1.習慣 2.成功法 3.生活指導 176.74

生命之光 : 一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7637-8-3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優化大腦 2.0 / 山川信人作 ; 許郁文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2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5-0 (平裝) NT$32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其實,我們都寂寞 : 培養獨處的能力,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 / 石原加受子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1 .-- 184 面; 19 公分 .-- (人生
顧問 ; 404) .-- ISBN 978-957-13-8428-3
(平裝) NT$320
1.寂寞 2.生活指導 176.52
情緒發炎 / 麗絲.范.薩斯特倫(Lise
Van Susteren), 史黛西.科里諾(Stacey
Colino)合著 ; 周家麒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11 .-- 312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生系列 ; 195) .-ISBN 978-986-99506-2-6 ( 平 裝 )
NT$400
1.情緒管理 176.52
療癒孤寂 : 30 堂課學會接住自己,建
立內在安全感,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
完整自我 / 蘇絢慧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76) .-- ISBN 978-986-398-624-9 (平
裝) NT$340
1.孤獨感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52
哈佛醫學院的 Smart 壓力管理訓練 :
讓你不失控、不暴走,改善焦慮、輕
憂鬱,最具科學原理的減壓生活提案
= When stress knocks on your door :
stres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y traning
program / 王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倉鼠累了嗎? / 托爾斯登.泰伏斯
(Thorsten Thews), 阿 克瑟 . 貝格(Axel
Berger)著 ; 林硯芬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5-7 (平裝)
1.疲勞 2.壓力 3.生活指導 176.76
心理專家不告訴你的讀心術 : 從身
體語言看穿人心的識人秘笈 / 陳清
宇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
化,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新知
識 ; 111) .-- ISBN 978-986-98905-6-4
(平裝) NT$300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3.讀心術
176.8
新時代覺活 : 第五次元人間天堂生
活指南 / 莫琳.聖傑曼作 ; 林資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332 面; 21 公分 .-- (Spirit ; 26) .-- ISBN
978-957-658-451-0 (平裝) NT$480
1.意識 2.超心理學 3.靈修 176.9
以退為進的心理操縱術 / 齊藤勇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
文化,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2-0 (平裝) NT$380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57+1 的鑽石人生 : 打磨出自己最好
的樣子 / 曾郁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作家作品集 ; 94) .-- ISBN 978-95713-8414-6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珠寶設計
177.2
卡內基致勝教典 / 卡內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8

生命之光 : 十一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8-9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十二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9-6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十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7-2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二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7637-9-0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七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4-1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八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5-8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九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6-5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三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0-3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五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2-7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六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3-4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生命之光 : 四月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80 面; 22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3) .-- ISBN 978-986-99710-1-0 (平裝)
NT$18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我不是傻白甜 : 不演宮心計,也要懂
點小心機 / 俞姿婷, 何超群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1 .-- 34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7-9 (平裝)
NT$4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范蠡完勝三十六計 : 智謀之理論與
全方位實務操作 / 陳福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1 .- 冊 .-- (文史哲學集成 ; 733) .-- ISBN
978-986-314-534-9 ( 全 套 : 平 裝 )
NT$880
1.(周)范蠡 2.學術思想 3.謀略 4.成功
法 177.2

狼道 = Wolf's intelligent thinking / 汪峻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3-4-3 (平裝)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 萬特特
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7-5 ( 精 裝 )
NT$36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從負人到富人 : 最努力工作的人,絕
對不是最有錢的人 / 楊仕昇, 王岩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31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55243-5 (平裝) NT$420
1.成功法 2.財富 177.2
給在意他人看法而痛苦的我 : 57 個
放下的練習,帶你擺脫敏感脆弱,養成
鑽石心 / 文字演員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1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15-3 (平裝)
NT$380
1.生活指導 2.自我實現 177.2
敢輸才會贏 / 漫步黃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7-4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與成功對頻 : 成功需要努力,更需要
心靈能力,你的思維慣性,決定你的人
生與命運 / 娜婀.希伯特(Noor Hibbert)
著 ; 謝佳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翻轉學系列 ; 46) .-- ISBN 978-986507-224-7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實現 : 達成目標的心智科學 / 海蒂.格
蘭特.海佛森(Heidi Grant Halvorson)著 ;
王正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
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33-1 (平
裝)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現
177.2
德財慶豐年 / 太陽盛德作 .-- 初版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2) .9

- ISBN 978-986-97637-7-6 ( 平 裝 )
NT$35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人際關係心理學 / 蒼井剛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39 (平裝)
1.人際關係 2.應用心理學 177.3
全方位人際交往心理學 / 楊世宇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贏家 ;
37) .-- ISBN 978-986-411-127-5 (平裝)
NT$270
1.人際關係 177.3
我懂察言觀色卻不盲從 / 鴻上尚史
著 ; 陳美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2-8 (平裝) NT$350
1.人際關係 2.行為心理學 177.3
原來,懂比愛更重要 / 叢非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369 (平裝)
1.人際關係 2.同理心 3.自我肯定
177.3
彩虹小馬友誼魔法書. 2, 誰才是好朋
友 / Vin Lin 改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6-0 (精裝)
1.人際關係 2.通俗作品 177.3
憑什麼相信你? : 掌握 8 大影響力特
質,增強自身可信度,洞悉他人話語背
後 的 真 相 / 史 帝 芬 . 馬 汀 (Stephen
Martin), 約瑟夫.馬克斯(Joseph Marks)
作 ; 陳正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Big ; 345) .-- ISBN 978-957-13-8420-7
(平裝) NT$42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人格特質
177.3
遇見完形的我 : 用覺察、選擇、責
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 曹中
瑋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究 竟 ,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心理 ;
61) .-- ISBN 978-986-137-308-9 (平裝)
NT$320
1.心理諮商 178.4
看懂靈魂契約的 74 個人生解答 : 以
原型卡解讀生命藍圖,洞悉物質世界

與內心情緒,療癒人際、自我的掙扎
/ 陳盈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左西
心創藝,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89472-4-5 (平裝)
1.心理療法 2.心理諮商 178.8
情緒治療 : 告別童年創傷.BEST 身心
療癒法 / 周志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自
信人生 ; 168) .-- ISBN 978-986-175573-1 (平裝) NT$380
1.心理治療 2.心理創傷 178.8
就要傻冒樂天派,缺憾人生才完美 :
讓糾結出走,善待自己的排解壓力 6
大妙方 / 羅斯.哈里斯(Russ Harris)作 ;
張本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72
面 ; 23 公 分 .-- ( 教 育 輔 導 系 列 ;
N155) .-- ISBN 978-957-693-948-8 (平
裝) NT$600
1.心理治療 2.行為治療法 178.8
給總是假裝堅強、逃避傷痛的你 = I
trust you : greater than the wound and
stronger than the pain / 金允那著 ; 張召
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37) .-- ISBN 978986-248-928-4 (平裝) NT$35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178.8

美學
幽默心理學 / 麥斯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2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05-9-0 (平裝)
1.幽默 2.生活指導 185.8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3.繪本
191.9
逆轉人生還不遲 : 一本書學會這些
學校不教的 100 條江湖智慧 / 胡凱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Growth ;
106) .-- ISBN 978-986-99519-3-7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成功法 191.9
這世界,最大的示愛 : 掰掰-有點糟的
一年,未來我們好好過 / 盧建彰(Kurt
Lu)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Love ;
34) .-- ISBN 978-957-13-8418-4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願我化作一棵樹 : 學習人生中幸福
的 必 修 課 / Annie Davidson 文 圖 ;
Nakao Eki Pacidal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1 .-- 13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14-6997-3 (精裝)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大耳狗喜拿讀倫理學 / 朝日文庫編
輯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5-3 (平裝)
1.倫理學 2.修身 3.情緒管理 4.自我
實現 192.1
与音乐才子华晨宇隔空对话 : 创造
宇宙万有之神永远的经纶与定旨 /
奏厄作 .-- 高雄市 : 趙恒玉, 10910 .-224 面; 22 公分 .-- 正體題名：與音樂
才子華晨宇隔空對話:創造宇宙萬有
之神永遠的經綸與定旨 .-- ISBN 978957-43-8249-1 (平裝) NT$250
1.靈修 2.神 192.1

幽默心理學. II / 麥斯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9-0-6 (平裝)
1.幽默 2.生活指導 185.8

立刻行動派的不做清單 / 塚本亮作 ;
高佩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Biz ;
352) .-- ISBN 978-986-5548-25-4 (平裝)
NT$34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倫理學

地上界的屬靈現象初級講義 / 庸金
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庸金誠,
10911 .-- 202 面; 21 公分 .-- (靈界與地
上界系列之專業叢書) .-- ISBN 978957-43-8241-5 (平裝) NT$200
1.靈修 2.生活指導 192.1

一切都會好好的 : 即使是最漫長的
一天,你也值得滿滿的愛 / 露比.瓊斯
(Ruby Jones)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2 .-- 1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61-935-2 (平
裝)

冰晶如雪 / 陳琪瑩作 .-- 初版 .-- 苗栗
縣大湖鄉 : 陳琪瑩, 10912 .-- 冊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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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 瑩 人 智 學 私 房 文 集. 冬之 卷 ) .-ISBN 978-957-43-8220-0 (全套:精裝)
1.靈修 192.1
和自己,相愛不相礙 / 郭葉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ISBN 978957-658-452-7 (平裝) NT$36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奉獻 : 打開第五次元意識,看見尊貴、
美好的生活 = The key to access fifth
dimensional consciousness / 章 成 ,
M.Fan 先生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54-3 (精裝) NT$380
1.靈修 2.生活指導 192.1
哈佛生必修的 12 堂幸福課 : 金錢 x
成功 x 快樂?高材生的煩惱其實也很
平凡 / 林庭峰, 魏成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3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10-9 ( 平 裝 )
NT$399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華人生涯理論與實踐 : 本土化與多
元性視野 / 金樹人, 黃素菲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輔導諮商系列 ; 21126) .-ISBN 978-986-191-932-4 ( 平 裝 )
NT$550
1.生涯規劃 2.諮商 192.1
與音樂才子華晨宇隔空對話 : 創造
宇宙萬有之神永遠的經綸與定旨 /
奏厄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趙恒玉,
10910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8248-4 (平裝) NT$250
1.靈修 2.神 192.1
適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 羅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52-914-9 ( 平 裝 )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什麼?樹懶都比你有禮貌! / 莎拉.傑
克森(Sarah Jackson)作.繪 ;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0912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50-2-7 (精裝) NT$320
1.禮儀 192.31

把心聊走 : 最強的暈船話術,不動聲
色牽著對方鼻子走 / 俞姿婷, 才永發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27-5 (平裝) NT$399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希望歌德 x 絕望卡夫卡的人生論 : 光
與暗的名言對決,讓我們在絕望中找
到救贖,在希望中大步前行 / 歌德, 卡
夫卡著 ; 頭木弘樹編譯 ; 緋華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仲間, 遠足文化,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Soulmate ;
10) .-- ISBN 978-986-98920-3-2 (平裝)
NT$380
1.歌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2.卡夫卡(Kafka, Franz,
1883-1924) 3.格言 192.8
每週都去看屍體 : 首爾大學最熱門
的死亡學 / 劉成皓(유성호)著 ; 黃莞
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Thales) .- ISBN 978-957-05-3292-0 ( 平 裝 )
NT$300
1.生死學 2.法醫學 3.法醫師 197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企業倫理專
題 研 究 選 集 . 108 學 年 度 = The
collection of special topics on business
ethics,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2019 / 羅瓊娟等作 .-- 臺北市 : 實踐大
學企管系, 10910 .-- 1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8-6 ( 平 裝 )
NT$250
1.商業倫理 2.文集 198.4907

宗教類
總論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繪圖解人頤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 10910 .-- 11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88-4 (平
裝)
1.民間信仰 208

宗教學
哲思世界 :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
善住導師著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

鄉 :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10910 .-192 面; 21 公分 .-- (零山叢書) .-- ISBN
978-986-98914-0-0 (第 11 冊:平裝)
1.宗教與哲學 210.11
輪迴法則 : 生命轉世的秘密 / 陳成玉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展 ,
10912 .-- 206 面; 21 公分 .-- (宗教.數
術 ; 6) .-- ISBN 978-986-346-318-4 (平
裝) NT$230
1.輪迴 2.靈魂 216.9

佛教
佛學概論 / 林朝成, 郭朝順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436 面;
23 公分 .-- (國學大叢書) .-- ISBN 978957-14-6983-6 (平裝)
1.佛教 220
無畏,我能見本淨 : 創巴仁波切遺教
法寶 :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五 : 不壞覺
醒之密續道. 上 / 邱陽.創巴仁波切
(Chogyam Trungpa)作 ; 項慧齡中譯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0912 .-- 448 面; 22 公分 .-- (經
典開示 ; 28) .-- ISBN 978-986-98800-77 (平裝) NT$460
1.佛教教理 220.1
世友、妙音、覺天 : 有部三大論師
思想探微 / 釋悟殷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0 .-496 面; 21 公分 .-- (部派佛教. 下編,
諸部論師的思想與風格 ; 3) .-- ISBN
978-957-8550-58-2 (精裝) NT$450
1.部派佛教 2.佛教哲學 220.132
心物合一 :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
三觀 / 蔣志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3-8 (平裝) NT$380
220.16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8 / 妙
凡, 程恭讓總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
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10910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8-8 (平
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淨土五經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12 .-- 38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37-0-2 (精裝) NT$380
1.方等部 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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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 典璧
尼嘛仁波切講述 ; 釋照明恭錄整理 .- 初版 .-- 臺中市 : 晁明出版社, 大竹
法明精舍,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46-7-6 ( 平 裝 )
NT$300
1.方等部 221.3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意 / 釋一惠著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10910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5-4 (精裝)
1.般若部 221.44
金剛經中的第三聲音 / 徐明武著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830 (平裝) NT$320
1.般若部 221.44
親手抄金剛經 / 黃明理硬筆書寫 .-第二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0911 .-174 面; 26 公分 .-- (文經文庫 ; 328) .- ISBN 978-957-663-790-2 ( 精 裝 )
NT$380
1.般若部 2.注釋 221.44
心經的宇宙生命科學 : 一探圓滿究
竟的千古般若智 / 呂尚著 .-- 初版 .-新北市 : 大千, 10911 .-- 300 面; 21 公
分 .-- (大眾佛學 ; WS10904) .-- ISBN
978-957-447-349-6 (平裝)
1.般若部 221.45
天主任用的佛教徒 / 陳世賢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生命講堂) .-- ISBN 978-957-08-56514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法華七喻 : 藥草喻
化城喻 衣珠喻 / 釋證嚴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11 .-- 512
面; 21 公分 .-- (經藏系列) .-- ISBN
978-986-99604-2-7 (精裝)
1.法華部 221.51
阿含經正見 : 佛說成佛之道 / 從信法
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90) .-- ISBN 978-986-5541-28-6 (平
裝) NT$280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221.8
圖解佛教禪定與解脫 : 決定佛陀證
悟的關鍵 / 釋洞恆著 .-- 修訂一版 .-新北市 : 大千, 10910 .-- 400 面; 23 公

分 .-- (大眾佛學 ; WS9902) .-- ISBN
978-957-447-350-2 (平裝) NT$580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3.禪定 221.81

振聵 ; 4) .-- ISBN 978-986-7328-99-1
(平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

刊 ; 429) .-- ISBN 978-986-314-531-8
(平裝) NT$580
1.佛教修持 2.修身 225.87

成唯識論摘要 / 釋如源編著 .-- 初
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國際中道佛學
會, 10912 .-- 230 面; 21 公分 .-- (佛學
叢書 ; 4) .-- ISBN 978-986-93225-3-9
(平裝) NT$200
1.瑜伽部 222.1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 0 年, 秋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11 .-- 736 面; 21 公分 .-- (靜思法脈
叢 書 . 衲 履 足 跡 ) .-- ISBN 978-98699250-4-4 (精裝) NT$400
1.佛教教化法 225.42

遠觀山有色 / 心保和尚著 .-- 初版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910 .-- 220 面;
21 公分 .-- (藝文叢書 ; 8052) .-- ISBN
978-957-457-566-4 (平裝) NT$32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瑜伽師地論 : 聲聞地講錄 / 南懷瑾講
解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10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6-9 (上冊:平裝) NT$350
1.瑜伽部 222.13
漢譯<<究竟一乘寶性論>>的文本與
如來藏思想特色 / 蔡孔章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11 .-- 432
面; 21 公分 .-- (Do 思潮 ; 14)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68-3-5 (平裝)
NT$500
1.瑜伽部 222.13

禪堂的生活與規約 / 學佛雅集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91) .- ISBN 978-986-5541-29-3 ( 平 裝 )
NT$420
1.佛教修持 2.戒律 225.71
人間淨土 : 理論與實踐 / 聖嚴法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73-9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快來做一個菩薩吧! : 菩薩戒本釋義 /
呂真觀, 甄不棄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誠信愛心家園, 10911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25-0-6 (平
裝)
1.律藏 223.1

內外功的修持 / 簡長政編著 .-- 初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00 面; 21 公
分 .-- (崇德法會專題叢書 ; 7) .-- ISBN
978-986-5768-85-0 (平裝) NT$160
1.佛教修持 225.87

禪系管理學 : 比佛系更簡單的禪系,
管理學也可以很簡約 / 宋希玉, 金躍
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44-2 (平裝)
NT$350
224.515

平安自在 : 慈悲心待人,时时有平安;
智慧心安己,处处得自在。 / 圣严法
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36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平安自
在: 慈悲心待人,時時有平安;智慧心
安己,處處得自在。 .-- ISBN 978-957598-875-3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追星沐雲.一位弟子的隨侍心聲 / 慧
屏法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
化,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藝文
叢書) .-- ISBN 978-957-457-567-1 (平
裝) NT$320
224.517
喜馬拉雅藝術寶藏 = Hidden treasure
Buddhism art of Himalaya / 林芮竹, 張
鳳祝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國
際原生復育協會, 10911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38-0-0 (精裝)
NT$3600
1.佛教藝術 2.藏傳佛教 3.寺院
224.52
救世靈丹 / 宣化上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界佛教總會中文出版部 ,
10912 .-- 100 面; 15X14 公分 .-- (發聾

平安自在 : 慈悲心待人,時時有平安;
智慧心安己,處處得自在。 / 聖嚴法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598-874-6 (平裝) NT$10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生命戰略之書 / 洪啟嵩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1 .-- 200 面;
25X25 公分 .-- (For 2 ; 45) .-- ISBN 978986-5549-20-6 (平裝) NT$32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夢幻泡影 : 金剛人生現代詩經 / 陳福
成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10 .-- 43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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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人生 禪韻無窮 / 禪和尚本性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上趣創意延展,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本性相見
歡系列 ; 1) .-- ISBN 978-986-91880-5-0
(平裝) NT$200
1.佛教修持 225.87
華嚴與諸宗之對話 / 陳英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722 (平裝)
1.華嚴宗 2.佛教教理 3.文集 226.31
宗鏡錄略講. 二 / 南懷瑾講述 .-- 臺灣
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10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76 (平裝) NT$450
1.禪宗 226.6
習禪錄影 / 南懷瑾講述 .-- 臺灣二
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10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5-2 (平
裝) NT$480
1.禪宗 226.6
禪門宗風 / 釋大願著 .-- 初版 .-- 南投
縣魚池鄉 : 人乘佛刊, 109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04-46-2 (第
3 集:平裝)
1.禪宗 226.6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二 000
年版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人台
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9465-2-0 (第 1 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86-99465-3-7 (第 2 冊:平裝)
NT$300
1.律宗 226.72
大中華帝國崩壞的序曲 : 中國的女
神洞庭湖娘娘、泰山娘娘、非洲的
祖魯神的靈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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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51 (平裝) NT$35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魯迅的心願 讓中國自由 : 魯迅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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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2-6-8 (平裝)
NT$35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業與真言 : 佛教業滅之道和真言門
道跡的探索 / 懷海圓智著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305-9-9 (精裝) NT$300
1.密宗 2.佛教修持 226.915
妙音笑心類學 / 妙音笑.語王精進大
師造論 ; 釋如法主譯 ; 釋性忠主校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82-3-2 (平裝) NT$35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幸運到老 : 修行是最好的陪伴 / 第 9
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 阿尼蔣秋
卓瑪藏譯中 .-- 二版 .-- 臺北市 : 法源
文化, 10911 .-- 1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7853-2-7 (平裝) NT$3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3.老年
226.965
廟宇覺旅 / 微笑台灣編輯團隊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144 面; 24 公分 .-- (款款行 ; 18) .-ISBN 978-986-398-622-5 ( 平 裝 )
NT$420
1.寺院 2.臺灣 227.33
楊枝淨水 / 洪啟嵩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888 面; 21 公分 .-- (觀音傳十萬史詩
系列 ; 1) .-- ISBN 978-986-98930-5-3
(精裝) NT$980
1.觀世音菩薩 2.佛教傳記 3.通俗作
品 229.2
無悔前行 : 佛教藝術澱積者釋寬謙
口述史 / 釋寬謙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5-3291-3 ( 平 裝 )
NT$450
1.釋寬謙 2.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道與藝合 : 道教與民間文學藝術特
展 = Daoism,Literature and Arts / 李豐

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新北市 : 世界宗教
博物館, 10910 .-- 19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17-2325-9 (平裝)
1.道教 2.文學與藝術 3.文物展示
234.5
道教太乙淨土東方長樂世界與臨終
助禱 / 郭國賢編撰 .-- 第一版 .-- 高雄
市 : 九陽道善堂, 10910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9706-5-2 (平裝)
1.道教 2.文集 236.307

基督教
你還有什麼? : 19 個聖經故事帶領你
看見生命中的出路 / 錢黛芙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宇 宙 光 全 人 關 懷 ,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88-2 (平裝) NT$280
1.聖經故事 241
幸福家庭親子靈修 Stop-and-Go : 給
全家人的 52 個聖經默想主題 / 黛安.
施多茲(Diane Stortz)作 ; 漢娜.馬可斯
(Hannah Marks)繪 ; 許雅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10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50520-2 (精裝)
1.聖經故事 2.靈修 241
國家地理聖經故事 : 先知、災害、
放逐與救贖的經典故事 / 唐娜.喬.納
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 克莉絲汀娜.
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 鄭淳怡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0911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3-6-9 (精裝)
NT$520
1.聖經故事 241
誰說字句叫人死 : 從釋經史看典範
的轉移 = Who says the letter kills the
paradigm shift in hermeneutics / 蔡麗貞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6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57-6 (平裝)
1.聖經解釋學 241.016
土地神學 :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
賜、應許和挑戰 /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 ; 戚時逝等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
10911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58-3 (平裝)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13

名字,你以為你懂 = Behind the name /
陳鳳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靈命成
長) .-- ISBN 978-986-400-313-6 (平裝)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基督教舊約倫理學 : 建構神學、社
會與經濟的倫理三角 / 萊特
(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 黃龍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1 .-- 7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56-9 (平裝)
1.舊約 2.聖經研究 3.宗教倫理
241.1
创世记与我 / 李彻着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正體題名:創世記與我 .-- ISBN 978986-277-306-2 (第 2 冊:平裝)
1.創世記 2.聖經研究 241.211
親手抄聖經 : 領受上帝的祝福 / 黃明
理硬筆書寫 ; 黃明鎮注釋解說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文經文庫 ; 327) .-ISBN 978-957-663-789-6 ( 精 裝 )
NT$380
1.新約 2.注釋 241.503
馬可福音 / 馬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仰曆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59-2-2 (平裝)
NT$499
1.馬可福音 241.63
路加福音 / 路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仰曆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59-3-9 (平裝)
NT$599
1.路加福音 241.64
約翰福音的基督論 : 道成肉身的創
造主上帝 / 董俊蘭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5-8 (平
裝)
1.約翰福音 2.聖經研究 241.65
聖靈行傳 : 與區永亮牧師一起讀使
徒行傳 / 區永亮著 .-- 臺北市 : 臺北
靈糧堂出版 : 臺北靈糧堂事業處發
行, 10910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45-2-1 (平裝)
1.使徒行傳 2.聖經研究 241.66
福音的大能 : 與斯托得一起讀羅馬
書 / 斯托得(John Stott), 藍戴樂(Dale
Larsen), 藍姍蒂(Sandy Larsen)作 ; 陳
思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出版社, 11001 .-- 386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198-759-0 (平裝)
1.羅馬書 2.聖經研究 241.71
歌羅西書 清晨嗎哪 / 革利免著 .-- [新
北市] : 榮益印刷,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2-9-5 (精裝)
1.歌羅西書 241.76
生命之靈 : 田立克生態聖靈論的研
究 = Life as spirit :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 / 陳家
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
文藝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2 .-- 320 面;
22 公分 .-- (基督宗教思想叢書 ; 3) .-ISBN 978-986-6131-61-5 (平裝)
1.田立克(Tillch, Paul, 1886-1965) 2.學
術思想 3.神學 4.基督教 242
拉內基督論與普遍性救恩 / 黃克鑣,
黃錦文合著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
業,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輔大
神學叢書 ; 146) .-- ISBN 978-957-546939-9 (平裝) NT$420
1.拉內(Rahner, Karl, 1904-1984) 2.天
主教 3.神學 242
阿拉伯的耶穌 : 從海灣阿拉伯文化
了解耶穌的教導 / 安德魯.湯普森
(Andrew Thompson)著 ; 陳文安, 翻譯
小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
協進會, 10910 .-- 250 面; 20 公分 .-ISBN 978-957-98097-8-8 (平裝)
1.耶穌(Jesus Christ) 2.基督教 3.伊斯
蘭教 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42.29
百年來公認最值得珍藏聖經新約圖
畫史詩 / 林許文二總編輯 ; 古斯塔夫.
杜雷(Gustave Doré)插畫 .-- 一版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64 面; 26 公分 .-- (Image ;
2) .-- ISBN 978-986-99409-5-5 (平裝)
NT$399
1.宗教藝術 2.聖經 3.版畫 4.畫冊
244.6
聖經舊約圖畫史詩 : 百年經典插畫
家杜雷的聖經世界 / 林許文二總編
輯 ; 古斯塔夫.杜雷(Gustave Doré)插
畫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11 .-- 276 面; 26 公分 .-- (Image ;
1) .-- ISBN 978-986-99409-4-8 (平裝)
NT$399
1.宗教藝術 2.聖經 3.版畫 4.畫冊
244.6
充滿恩寵的旅程 : 拜占庭 ICON 聖像
畫 / 董蘭芝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聞

道, 10910 .-- 84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8849-9-0 ( 精 裝 )
NT$530
1.宗教藝術 2.天主教 3.作品集
244.65
不思考的力量! : 放掉「頭腦」吧,你
就是你的念頭 : 跳出惡念,奪回你每
一個念頭! / 珍妮.艾倫(Jennie Allen)
作 ; 江信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8-2 (平裝) NT$300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3.靈修 244.9
生命的恩膏 / 陳恩展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財團法人台中巿基督教富足
靈糧堂基金會, 10911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9-0-4 (平裝)
NT$52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抉擇之路 / 謝豐慶著 .-- 十版 .-- 新北
市 : 愛鄰舍書屋, 10910 .-- 72 面; 21 公
分 .-- (一對一門徒造就陪讀手冊系
列) .-- ISBN 978-986-98078-1-4 (上冊: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神聖的決定 : 走入神心意的 7 種決策
力 / 克雷格.葛洛契爾(Craig Groeschel)
著 ;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格
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240 面; 21 公分 .-- (心跨越 ; 13) .-ISBN 978-986-98851-6-4 ( 平 裝 )
NT$340
1.基督徒 2.生活指導 244.9
基督徒參禪 : 在默觀中空虛自己 / 羅
拔.甘廼迪(Robert E. Kennedy, S. J.)著 ;
陳汝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事業,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46-940-5 ( 平 裝 )
NT$320
1.基督徒 2.禪宗 244.9
傾盡為耶穌 / 吉姆.歌珥(Jim W. Goll)
著 ; 黃美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以
琳,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靈修
叢書 ; ES083-1) .-- ISBN 978-957-920961-8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3.愛 244.9
祢愛,故我在 / 劉群茂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
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 10911 .- 8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89961-8-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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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寬恕的一年 : <<奇蹟課程>>學員每
日練習.耶穌釋義版 / 蒂娜.路易絲.司
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 魏佳
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10912 .-- 10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7-02-7 (平裝) NT$1200
1.基督教 2.靈修 244.93
祂懂我 / 陳香君著 .-- 臺中市 : 陳香
君,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3-1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無巧不成書 : 恰巧遇見你 / 饒賢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11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0314-3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領袖情操. V / 趙大衛著 .-- 臺中市 :
浸宣, 10911 .-- 23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8967-0-2 (平裝)
1.教牧學 2.領導 245
屬靈領袖學校 / 李永勳著 .-- 初版 .-臺北市 : 以斯拉, 10910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63-96-6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徒 245
As You Go : 怦然心動就行動 / 維克
多.道森(Victor Dawson)著 ; 胡慧馨,
謝淑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7-307-9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6
扎根本土的宣教 : 宣教處境化的實
踐模式 / 史考特.莫羅(Scott Moreau)
著 ; 張洵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
華福音學院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列 ; 20) .- ISBN 978-986-6355-70-7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6
世界等待的福音 : 在多元文化世界
中發揮宣教影響力 / 沃爾納.米胥克
(Werner Mischke)著 ; 鄭素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
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528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
列 ; 17) .-- ISBN 978-986-6355-71-4 (平
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245.6
陪伴生命 : 與你同行最後一哩路 / 陳
明麗等著 ; 李位鼎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使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發行, 10910 .-- 295 面; 21 公分 .-- (關
懷 生 命 系 列 ; 2) .-- ISBN 978-98699186-4-0 (平裝) NT$280
1.信仰治療 2.生命教育 3.基督徒 4.
教牧學 245.8
天主教在卡大地布部落的發展、適
應與變遷 / 陳映君著 .-- 臺東市 : 東
臺灣研究會, 10910 .-- 230 面; 21 公
分 .-- (東臺灣叢刊 ; 16) .-- ISBN 978986-90645-5-2 (平裝) NT$200
1.天主教 2.卑南族 3.部落 4.歷史
246.233
嘿!少在那邊假裝沒事好嗎? : 寫給服
事者的 28 封信 / 柳子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0911 .-- 240
面; 20 公分 .-- (靈命成長) .-- ISBN
978-986-277-308-6 (精裝)
1.神職人員 2.基督教 247.4
韓鶴子自傳 : 拭去人類的淚水 和平
之母 / 韓鶴子作 ;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
聯合會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言鼎
文化, 109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1-59-3 (平裝) NT$350
1.韓鶴子 2.自傳 3.統一教 4.韓國
249.932
用生命回應呼召的李庥 / 盧恩鈴文.
圖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 : 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發行,
10910 .-- 40 面; 30 公分 .-- (美好腳蹤 ;
19) .-- ISBN 978-986-99186-3-3 (精裝)
NT$250
1.李庥 2.基督教傳記 3.繪本
249.941

伊斯蘭教
漢譯布哈里聖訓實錄全集 / 艾丹譯 ;
趙錫麟校閱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真
光社(臺北市),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9618-0-6 ( 全 套 : 精 裝 )
NT$3600
1.伊斯蘭教 251.9

其他宗教
孔廟文物與政治 : 東亞視野中的臺
灣府學文物 / 陳芳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12 .-- 508 面; 26 公分 .-- (人文社會
叢書 ; 12) .-- ISBN 978-986-350-425-2
(平裝) NT$750

1.孔子廟(臺南市) 2.文物 3.歷史
271.1933

1.民間信仰 2.民俗活動 3.嘉義市
272.15

一代明師傳道史記 : 師尊張天然傳 /
林榮澤編著 .-- 修訂四版 .-- 新北市 :
一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
究院文獻館發行, 10910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904-97-5 (精裝)
NT$580
1.張天然 2.傳記 3.一貫道 271.6

黑面濟公的靈驗 : 囝仔濟公的傳奇 /
靈賢宮出版委員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上承文化, 10911 .-- 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566-6-8 (平裝)
NT$99
1.民間信仰 272.79

仙佛說修道 : 幸福語錄集. 卷五 / 林
榮澤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貫義
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院文
獻館發行,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一貫藏要 ; 5) .-- ISBN 978-986-590495-1 (精裝) NT$320
1.一貫道 271.6
看見靈的力量 / 邱佑義作 .-- 南投縣
集集鎮 : 也品文藝工作室, 10910 .-30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948-4-4 (平裝) NT$380
1.民間信仰 2.靈修 271.9
*群真會客室 / 哪吒三太子主著 ; [鸞
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 臺中
市 : 鸞友雜誌, 10910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087-5-3 (平裝)
1.民間信仰 271.9
導覺箴集 .-- 初版 .-- 臺南市 : 忠義行
出版社, 10909 .-- 56 面; 15 公分 .-ISBN 978-986-99624-0-7 (平裝)
1.民間信仰 271.9
悅 讀 臺 灣 廟 宇 文 化 = Reading
Taiwan's temple culture with joy / 史宗
玲等編譯 .-- 1 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
大外語學院出版 : 高雄科大發行,
10911 .-- 12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601-1-3 (平裝) NT$250
1.寺廟 2.神祇 3.廟宇建築 4.籤詩 5.臺
灣 272.097
廟宇與觀光 : 探尋台灣琉球嶼的民
間信仰 = Taiwan Liuqiu / 楊淑雅編
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翠 柏 林 ,
1091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97-54-3 (平裝) NT$350
1.民間信仰 2.寺廟 3.屏東縣琉球鄉
272.097
下路頭玄天上帝廟盪鞦韆 / 溫宗翰
作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出版 ; 嘉義
市 : 嘉市文化局發行, 10910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22-6-2 (平
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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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安大醮 : 財團法人二重港仁安宮
戊戌年啟建禳浲禳熒金籙謝恩慶成
祈安五朝建醮誌 / 侯蔡雪吟總編輯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二重港仁安宮,
10912 .-- 2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91-0-9 (精裝) NT$2000
1.建醮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 272.94
真我宣言 :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
者 的 教 誨 福 音 / 拉 瑪 那 尊 者 (Sri
Ramana Maharshi)著 ; 蔡神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
10910 .-- 128 面; 21 公分 .-- (真我 ; 8) .- ISBN 978-986-98159-4-9 ( 平 裝 )
NT$280
1.印度教 2.靈修 274

神話
靈與異之凱爾特神話 / 米蘭達.阿爾
德豪斯-格林(Miranda Aldhouse-Green)
著 ; 劉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西方四大神話 ; 3) .-- ISBN
978-986-5515-34-8 (平裝) NT$420
1.神話 2.英國 3.愛爾蘭 284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 永恆的諸神、
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 / 伊迪斯.漢
彌敦(Edith Hamilton)著 ; 余淑慧譯 .-四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10 .-- 4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10-9 (精裝)
NT$350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綜觀<<周易>>卜筮 / 薄喬萍著 .-- 臺
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0 .-- 1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5-5 (平裝) NT$350
1.易占 292.1
星座美少女. 4, 交換願望的魔卡寶盒
/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 怪阿姨作 ; 李貝

貝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
局,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公
主成長學園 ; CFF010) .-- ISBN 978986-301-972-5 (平裝)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星座與血型全剖析 / 丁寧編著 .-- 臺
北市 : 菁品文化,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新知識系列 ; 112) .-- ISBN
978-986-98905-7-1 (平裝) NT$300
1.占星術 2.血型 292.22
月相神諭卡 : 連接古老的月亮智慧,
開創屬於你的夢想和未來 / 雅思敏.
伯蘭(Yasmin Boland)著 ; 舒靈翻譯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0912 .-- 128
面; 19 公分 .-- (自然生活 ; 43) .-- ISBN
978-986-99154-6-5 (平裝) NT$450
1.占卜 292.96
心靈牌卡 X 團體運用 : 65 種牌卡創
意實作帖 / 周詠詩, 台灣文創牌卡教
育推廣協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
藍出版,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529-2-7 ( 平 裝 )
NT$480
1.占卜 2.心靈療法 292.96
牛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1
/ 黃子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開運大補帖 ; 15) .-ISBN 978-986-99126-2-4 ( 平 裝 )
NT$300
1.生肖 2.改運法 293.1
命理這回事 / Janus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83-7-5 (平裝) NT$300
1.命書 293.1
問神達人王崇禮時來運轉生肖運籤
農民曆. 2021 / 王崇禮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32) .-- ISBN 978986-99409-3-1 (平裝) NT$38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紫微+土象星座算命更準 / 法雲居士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命理生活
新智慧.叢書 ; 126) .-- ISBN 978-9866441-75-2 (平裝) NT$350
1.紫微斗數 2.占星術 293.11
周朱八字基礎 / 朱孔國, 周寶玉著 .-第一版 .-- 臺南市 : 聯中雄國際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3-0-0 (平裝)
NT$4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中國古代人倫風鑒要義考略 / 牟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2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14-44-0 (平裝)
NT$888
1.相書 293.2
擇日學三十天快譯通 / 於光泰作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0912 .-43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873-3-5 (精裝) NT$1000
1.擇日 293.4
玄空挨星透析. 三, 下卦挨星圖局 / 劉
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
10912 .-- 532 面; 21 公分 .-- (堪輿經
典)(堪輿叢書 ; 1089) .-- ISBN 978-98699635-0-3 (平裝) NT$600
1.堪輿 294
謝沅瑾牛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 史上
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
0 二一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
平安、財富、好運來! / 謝沅瑾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43-6 (平裝)
NT$399
1.改運法 2.命書 295.7
黑色怪譚 / 黑色酒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聯合人文 ; V028) .-- ISBN
978-986-323-360-2 (平裝) NT$380
1.奇聞異象 297
幻獸最強王圖鑑 / 健部伸明監修 ; な
んばきび繪圖 ; 許郁文譯 .-- 初版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43-770-4 (平
裝)
1.妖怪 2.傳說 3.通俗作品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邁向科學與公眾溝通之知識建構 :
「對話就是力量:2019 科普與科學傳
播跨學科實務交流會」議題分析與
前瞻報告 / 區曣中著 .-- 高雄市 : 科
16

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109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46-11 (平裝)
1.科學傳播 2.科學社會學 3.研究方
法 301.15
型塑 STEM 教育關鍵策略 : 核心素養
的 育 成 與 實 現 / 傑 夫 . 韋 爾 德 (Jeff
Weld)編著 ; 魏東音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碩亞數碼科技, 中華資訊與科
技教育學會, 10911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89-8-8 (平裝)
NT$360
1.科學教育 2.教學理論 303
科學實驗王 / Story a.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11 .-- 176 面; 25 公
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48-) .-- ISBN
978-957-658-445-9 ( 第 50 冊 : 平 裝 )
NT$300
1.科學實驗 2.漫畫 303.4
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 1 : 出動,CSI / 高
喜貞文字 ; 玄寶, 楊善謀圖畫 ; 陳慶
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5-8 (平裝)
NT$320
1.科學 2.漫畫 307.9
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 2 : 無所懼的偵
察隊 / 高喜貞文字 ; 玄寶, 楊善謀圖
畫 ; 陳慶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6-5 (平裝) NT$320
1.科學 2.漫畫 307.9
出發吧!科學冒險. 2 : 從工業革命到
發明電話的近代科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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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18-0 (平裝)
1.科學 2.歷史 3.漫畫 4.通俗作品
307.9
巨蜂大惡鬥 / 黃嘉俊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科幻冒險隊) .-- ISBN
978-986-301-973-2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異獸凶星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 ISBN
978-986-301-977-0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漫畫科學講堂 : 看物理學家是如何
提出今日自然課本裡的定律與真理 /
龜文 ; 李彥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160 面; 2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ISBN 978-986-5503-89-5 ( 平 裝 )
NT$350
1.科學 2.歷史 3.漫畫 309

數學
數學 : 讀、想 / 程守慶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藝數位發
行, 10911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7-182-2 (平裝) NT$1100
1.數學 310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 位元與二元 / 結
城浩作 ; 陳朕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數
學館 ; 36) .-- ISBN 978-986-5408-39-8
(平裝) NT$38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 / 林振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74 (平裝) NT$220
1.微積分 314.1

電腦資訊科學
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 / 李建
良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432 面; 21 公分 .-- (人工智慧
與法律規範研究 ; 1) .-- ISBN 978-957511-434-3 (精裝) NT$550
1.資訊法規 2.人工智慧 3.文集
312.023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2021 : 理論及
Spark 實作 / 鄧立國, 佟強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10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8057 (平裝) NT$580
1.雲端運算 2.電子資料處理
312.136
雲端平台. 系統開發基礎篇 = The tiny
prototyping system development based
on QNAP solut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
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

科技, 10912 .-- 1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7-9 (平裝)
NT$260
1.雲端運算 2.作業系統 312.136
雲端平台. 硬體建置基礎篇 = The
setting and configuration of hardware &
operation system for a clouding platform
based on QNAP solution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13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1-7 (平裝) NT$260
1.電腦儲存設備 2.磁碟機 3.雲端運
算 312.15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學習物件導向系統開發的六門課 =
Six courses to successful learning the
objected oriented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ed / 曹永忠, 許智誠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0 .-1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2-5 (平裝) NT$250
1.物件導向 2.軟體研發 312.2
C 程式設計與 APCS / 洪國勝編著 .-第一版 .-- 高雄市 : 泉勝出版, 10910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859-9-3 (平裝) NT$42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操作介面設計模式 / Jenifer Tidwell,
Charles Brewer, Aynne Valencia 原著 ;
張靜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4-7 (平裝)
1.電腦界面 2.電腦程式設計 312.16

影像辨識實務應用-使用 C# / 張逸中,
李美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910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5-9 (平裝) NT$500
1.C#(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影
像處理 312.32C

TANET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Proceedings of TANET
Conference. 2020 / 顏嗣鈞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 10910 .-- 2240 面;
30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5452-33-9 (平裝)
1.網際網路 2.資訊科學 3.通訊協定
4.文集 312.16507

高生產力軟體開發實務 : 以 Java 專
案 驅 動 的 基 礎 指 南 / Richard
Warburton, Raoul-Gabriel Urma 原著 ;
張耀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2-2 (平裝)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Dreamweaver 網 頁 設 計 輕 鬆 入 門 :
Dreamweaver CC 2020 / 謝碧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7-4 (平裝附光碟片)
1.Dreamweaver(電腦程式) 2.網頁設計
3.全球資訊網 312.1695
Web 前端設計 / 彭芳策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8-7 (平裝) NT$399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和艦長一起 30 天玩轉 GitLab / 陳正
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
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986-434531-1 (平裝)
1.軟體研發 2.電腦程式設計 312.2
軟體架構原理 : 工程方法 / Neal Ford,
Mark Richards 原著 ; 陳建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4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1-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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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無所不在 / Adam D. Scott 原
著 ; 楊政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7-8 (平
裝)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還在 LAMP?用最流行的 MEAN 進行
全端網頁開發 / 柳偉衛著 .-- 初版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2-4 (平
裝) NT$780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30 分鐘就讀懂 : 機器學習從數學開
始 / 張曉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01-60-0 ( 平 裝 )
NT$59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機器學習
3.演算法 312.32P97
Python 純文字冒險遊戲程式設計 / 彭
勝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4-2 (平裝) NT$50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零基礎學程式設計與運算思
維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2 .-- 7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3-1 (平
裝) NT$6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The Python Workshop : 跟著實例有效
學習 Python / Andrew Bird 等原著 ; 張
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60-8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如何學習寫程式. Python 篇 : 學會用
「數學思維」寫程式 / 吳維漢著 .-初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
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2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659-33-2 ( 平 裝 )
NT$4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科學運算 : Python 程式理論與應用 /
楊佩璐, 宋強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7-2 ( 平 裝 )
NT$86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高效能 Python 程式設計 / Ian Ozsvald,
Micha Gorelick 原著 ; 賴屹民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4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8-5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強化式學習入門實戰 : 以 Alpha Zero
為例 / 布留川英一作 ; 王心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12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51-5 (平
裝) NT$7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機器學習
3.人工智慧 312.32P97
遊戲式運算思維學 Python 程式設計 /
張隆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6-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演算法入門圖解 : 使用 Python / 增井
敏克原著 ; 游子賢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 2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6-1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演算法
312.32P97
快速學會 Access 資料庫管理 / 林佳
生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1 .-20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7-6-6 (平裝)
1.ACCESS(電腦程式) 2.關聯式資料
庫 3.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49A42
TQC+AutoCAD 2021 特訓教材. 3D 應
用篇 /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9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9-3 (平
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快速學會 AutoCAD / 廖高德作 .-- 新
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67-7-3 (平裝)
1.AutoCAD(電腦程式) 312.49A97
OFFICE 快速上手 / 蔡慧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0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33 (平裝) NT$300
1.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Project 2019 實戰演練 / elearningDJ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4-7 (平裝)
1.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SolidWorks 3D 立體製圖進階設計寶
典 / 陳俊鴻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6-1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5,
集錦. 1, 組合件、工程圖 / 吳邦彥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7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7-4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PowerShell 流程自動化攻略 / Adam
Bertram 原著 ; 林班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7-7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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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2 零基礎創意程式設計 /
洪耀正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1-1 (平
裝附光碟片)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ESP32S 程 式 教 學 . 常 用 模 組 篇 =
ESP32 IOT programming(37 modules) /
曹永忠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
華駐科技, 10912 .-- 2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2-4
(平裝) NT$32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iOS 14 程式設計實戰 : Swift 5.3 : 快
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200+ / 朱克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0-9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行動
資訊 312.52
在 React 生 態 圈 打 滾 的 一 年
feat.TypeScript / 黃冠霖著 .-- 初版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3-5 (平
裝)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情境式雲端 APP 設計 : 商用雲端 APP
軟體設計師認證應考指南(使用 App
Inventor 2) / 許銘家, 温志皓, 陳桂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7-9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中 老 年 人 快 樂 學 電 腦 (Windows
10+Office 2019) / 文 淵 閣 工 作 室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5-4 (平裝)
1.WINDOWS(電腦程式) 2.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作業系統 312.53
Linux の繪本 : 快速上手 LINUX 的九
堂課 / 株式会社アンク原著 ; 何蟬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3-0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尖端神手 Ansible 究極自動化組態管
理工具 / 史晶晶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佳魁資訊,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804-0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資料結構 : 使用 C 語言 / 蔡明志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6-8 (平裝附光碟片)
1.資料結構 2.C(電腦程式語言)
312.73
文本探勘 : 小技術 大應用 / 許健將,
劉福蒝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8-2 (平裝附光碟片)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預測之美 : 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真
實生活應用 / 游皓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59-4 (平裝)
NT$780
1.資料探勘 2.機器學習 3.電腦程式
語言 4.電腦程式設計 312.74
PHP 程式設計 / Kevin Tatroe, Peter
Maclntyre 原著 ; 張靜雯譯 .-- 二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9-2 (平裝)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計 3.
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754
使用 Laravel 8 PHP 主流框架打造
RESTful API : 新 手 入 門 PHP 到
Laravel 8 實作前後端分離的後端 API
/ 王盛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910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0-4 (平裝) NT$550
1.PHP(電腦程式語言) 2.網路資料庫
3.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754
MongoDB 技 術 手 冊 / Shannon
Bradshaw, Eoin Brazil, Kristina
Chodorow 原著 ; 吳曜撰譯 .-- 二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6-0 (平裝)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關聯式資料庫
312.7565
VR : 當白日夢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帶你迅速成為虛擬實境的一級玩家 /
甘開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0911 .-- 20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52-26-8 ( 平 裝 )
NT$320
1.虛擬實境 2.產業發展 312.8

互動設計結合擴增實境之實務教學
成果 / 彭慶東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彭慶東, 10911 .-- 97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3-8237-8 (平裝)
1.虛擬實境 312.8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18 (平裝)
1.氣象學 2.術語 3.通俗作品 328

ICDMD2020 數位設計跨域整合 : 數
位媒體設計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暨
摘要論文集. 2020 = Transdisciplinary
of digital design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media design / 方
堉權等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科大數媒系(所), 109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6-6-3 (平裝)
1.數位媒體 2.電腦程式設計 3.文集
312.807

物理

深層強化式學習實作 / Alexander Zai,
Brandon Brown 著 ; 黃駿譯 .-- 初版 .-臺北市 : 旗標, 10912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52-2 (平裝)
NT$860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神經網路
312.83
百面深度學習演算法 : 工程師帶你
面試 : 28 個矽谷 AI 大師教你 100 大
深度學習問題 / 諸葛越, 江雲勝著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12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1-7 (平裝) NT$880
1.機器學習 2.演算法 312.831

天文學
0 負擔天文課 : 輕薄短小的 109 堂課,
變身一日太空人 / 侯東政, 王志豔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45-9 (平裝)
NT$299
1.天文學 320
宇宙飛行士在外太空是怎麼大便
的? : 太空中最有趣的 50 個為什麼,
來一場超鬧的宇宙漫遊! / Kids Trivia
俱樂部編著 ; 劉姍珊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7-1 (平裝)
1.天文學 2.太空科學 3.問題集
320.22
氣象術語事典 : 全方位解析氣象預
報等最尖端的氣象學知識 / 筆保弘
德等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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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力學與熱學篇 / 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 原著 ; 葉
泳蘭, 林志郎編譯 .-- 十一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6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13-6 (平裝)
1.物理學 330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 曾禹童編著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6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51-7 (平裝)
1.物理學 330
圖解量子力學 / 椎木一夫著 ; 朱麗真
譯 .-- 3 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3-7 (平裝) NT$250
1.量子力學 331.3
基礎流體力學 / 方中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書局, 11001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5-6 (精裝)
1.流體力學 332.6
聲音的力量 : 喚醒聽覺,讓聽覺進化,
與好聲音共振 / 陳宏遠(傑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漫遊者文
化, 10911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93-5-8 (平裝) NT$300
1.聲音 334
基本電學致勝攻略 / 陳新編著 .-- 第
二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1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7-0 (平裝)
1.電學 2.電路 337

化學
化學 / 徐惠麗等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10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75-6 (平
裝) NT$620
1.化學 340
燒杯君和他的偉大前輩 = Beaker-kun
and great senior / 上谷夫婦著 ; 林詠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98-5 (平裝) NT$330
1.化學實驗 2.試驗儀器 347.02

地質學
海洋之書 : 從本書開始,了解我們的
海洋正在陷入何種危機之中 / 絲特.
康斯特拉(Esther Gonstalla)著 ; Rrr518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
10912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338-4-4 (平裝) NT$499
1.海洋學 2.海洋污染 3.海洋環境保
護 4.海洋資源保育 351.9
三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 邢立達, 韓
雨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智文
化, 10912 .-- 176 面; 24 公分 .-- (知識
圖鑒百科 ; 9) .-- ISBN 978-986-990755-2 (平裝) NT$380
1.爬蟲類化石 2.動物圖鑑 359.574
暴龍時光機 / 胡妙芬文 ; 達姆圖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2-8 (平裝)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生物學
Hi 博士的 30 個生物科技酷知識! : 完
全破解!連小學生都能懂的生命科學
不思議! / 陳彥榮文 ; Joker 漫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4-8 (平
裝) NT$300
1.生命科學 2.通俗作品 360
有趣到睡不著的生物學 : 螞蟻和人
工智慧有關? / 長谷川英祐著 ; 陳朕
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2-1 (平
裝) NT$360
1.生物 2.通俗作品 360
生命科學概論. 下冊 / 楊昆霖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10 .-104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5531-22-5
(平裝)
1.生命科學 360

達克比辦案. 9, 冰原迷你象 : 巨型動
物與復活生物學 / 胡妙芬文 ; 柯智元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03-698-0 (平裝)
NT$320
1.生命科學 2.漫畫 360
DNA 國度 : 基因的網際網路如何逐
步改變你的生活 / 塞爾吉奧.皮斯托
伊(Sergio Pistoi)著 ; 曹順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科學新視野 ; 164) .-- ISBN
978-986-477-931-4 (平裝) NT$420
1.DNA 2.網路隱私權 364.216
能量、性、死亡 : 粒線體與我們的
生命 / 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 林彥
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488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240X) .-- 15 周年新版 .-- ISBN 978986-262-447-0 (平裝) NT$570
1.粒線體 364.23
絕美海中浮游生物圖鑑 : 254 種浮游
生物的真實姿態全收錄 / 若林香織,
田中祐志, 阿部秀樹著 ; 劉宸瑀,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19-7 (平裝)
1.浮游生物 2.動物圖鑑 366.9
淺山出任務 = A mission at low altltude
/ 謝愷宸, 施創華圖 ; 謝愷宸, 林秀穗
文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出
版 : 桃園市政府發行, 10910 .-- 78 面;
30 公分 .-- (桃園市環境教育教材. 環
境 教 育 繪 本 ; 4) .-- ISBN 978-9865411-95-4 (精裝) NT$350
1.生態教育 2.環境教育 3.繪本 367
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國際學術研討
會. 2020 =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echnology and healthcare / 陳瑞
祥總編輯 .-- 第 1 版 .-- 嘉義市 : 嘉大
生命科學院, 10910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0-0-2 (平裝)
NT$300
1.生物技術 2.健康醫療業 3.文集
368.07
超圖解微生物圖鑑 : 生物學家教你
認識人類不可或缺的鄰居 / 長沼毅
監修 ; 陳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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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87 (平裝)
1.微生物學 2.通俗作品 369
光合菌的秘密 / 劉秀蘭, 潘宥穎撰文 ;
孫振綾, 潘宥穎繪圖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社區發展協
會 : 高雄市竹林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10911 .-- 36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99-0-1 (精裝) NT$350
1.光合細菌 2.通俗作品 369.4

植物學
有趣到睡不著的植物學 : 花朵占卜
有必勝法! / 稻垣榮洋著 ; 游韻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32-0-7 (平裝)
NT$360
1.植物學 370
趣味植物 : 擬態、寄生、食蟲、變
色、移動?植物的超強生存策略全部
告訴你! / 稲垣榮洋著 ; 蔡婷朱譯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66) .-- ISBN
978-986-5529-83-3 (平裝) NT$350
1.植物學 370
探訪海上森林 : 印度-西太平洋紅樹
林簡介 = Exploring the sea forest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o-West Pacific
mangroves / 許秋容, 楊遠方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911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4-6-8 (平
裝) NT$380
1.紅樹林 2.植物生態學 374.54

動物學
超獵奇!人體動物圖鑑. 1, 烏龜的殼
其實是肋骨 / 川崎悟司著 ; 蘇暐婷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435 (平裝) NT$420
1.動物形態學 2.通俗作品 381
臺 灣 百 種 海 洋 動 物 = One hundred
marine animals in Taiwan / 邵廣昭等合
著 .-- 高雄市 : 海保署, 10910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03 (精裝) NT$300
1.動物圖鑑 2.海洋生物 3.臺灣
385.933

蝴蝶與福蝶 : 藝術與科學的共鳴 =
Butterfly and blessing : resonance
between art and science / 歐陽盛芝, 楊
平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
館, 10911 .-- 320 面; 30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532-166-6 (精裝)
NT$650
1.蝴蝶 2.文學與藝術 3.科學
387.793
魚類大搜奇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陳文卿漫畫繪製 .-- 四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911 .-- 136 面; 27 公
分 .-- (漫畫科學小百科) .-- ISBN 978986-338-360-4 (精裝) NT$380
1.魚類 2.通俗作品 388.5
腕龍溜滑梯 / 胡妙芬文 ; Asta Wu 圖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 (知識繪本
館)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691-1 (平裝)
1.爬蟲類 2.通俗性讀物 388.794
鳥類大追蹤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宇有福漫畫繪製 .-- 四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36 面; 27 公分 .-- (漫畫科學
小百科)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66-6 (精裝) NT$380
1.鳥類 2.通俗作品 388.8
蝴蝶、蜻蛉、鳥飛翔的科學園區 /
蔡紹斌編著 .-- 臺中市 : 科技部中科
管理局,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36-14-8 ( 精 裝 )
NT$350
1.鳥類 2.昆蟲 3.動物生態學 4.臺中
市 388.833
蹲點六年發現園區的蝴蝶、蜻蛉、
鳥 / 蔡紹斌編著 .-- 臺中市 : 一品景
造園,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9-0-9 (精裝) NT$350
1.鳥類 2.昆蟲 3.動物生態學 4.臺灣
388.833
大村鯨 = Balaenoptera omurai / 蔡政修
作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95-6 (平裝) NT$180
1.鯨目 2.動物演化 389.7

人類學
殘酷的人類演化史 : 適者生存,讓我
們都成了不完美的人 / 更科功著 ; 婁

美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文經文
庫 ; 329) .-- ISBN 978-957-663-791-9
(平裝) NT$380
1.人類演化 391.6
圖解屁的成分 : 3 小時瞭解人體構造
與器官運作 / 奈良信雄著 ; 吳秋瑩翻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3-0 (平裝) NT$35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4
趣味人體研究所 / 坂井建雄作 ; 龔亭
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4-3 (平裝) NT$30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學 394
運動基因 : 頂尖體育表現背後的科
學 / 大衛.艾普斯坦(David Epstein)著 ;
畢馨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3-6-3 (平
裝) NT$560
1.運動生理學 2.遺傳學 3.基因
397.3
元氣之寶「鈣」靈活 : 乳酸鈣、膠
原蛋白、葡萄糖胺、魚油與負離子
的妙用 / 呂鋒洲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元氣齋,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元氣系列 ; 128) .-- ISBN 978-98698759-3-6 (平裝) NT$220
1.鈣 2.營養 3.健康法 399.24
持續做愛不會老 : 婦產科名醫解碼
男女更年期的荷爾蒙危機及解救之
道 / 潘俊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
塊文化,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實 用 生 活 ; 56) .-- ISBN 978-98698113-9-2 (平裝) NT$350
1.激素 2.更年期 3.健康法 399.5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希望樹專刊. 2 : 這樣教最好玩 : 科技
生活好幫手 / 吳侑邦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6-1 (平裝)
1.科技教育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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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 108 年
度 / 徐玉梅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研
院科技政策中心, 109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19-299-9 (平裝)
1.中央政府 2.科學技術 3.研發
409.33

醫藥
生死之間. 2 : 葉克膜引路,回到生命
的初心 / 柯文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2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35-2 (平裝)
NT$480
1.醫學 2.臺灣政治 3.文集 410.7
臺灣眼科發展記事 : 1960-2020 / 許紋
銘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
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113-7-4 (精裝)
1.醫學史 2.眼科 3.臺灣 410.933
醫學名祖和人物 / 郭中原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04 (平裝) NT$160
1.醫師 2.傳記 410.99
宅自醫 : 在家練好免疫力 / 黃鼎殷,
郭涵甄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6-2 (平裝) NT$370
1.健康法 2.保健常識 3.食療 4.免疫
力 411.1
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 傑佛瑞.
雷迪格(Jeffrey D. Rediger)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出版 : 皇冠文化
發行,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真
健康 ; 68) .-- ISBN 978-957-9314-83-1
(平裝)
1.健康法 2.生活指導 411.1
照顧預防大學. 腰腿強健篇 =
University of preventative care / 社團法
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作 .-- 第 1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投縣基督教
青年會, 10910 .-- 22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660-0-9 ( 平 裝 )
NT$499
1.中老年人保健 2.保健常識 3.健康
法 411.1
佛系呼吸法 : 呼吸法門講義 / 田安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369 (平裝) NT$320
1.呼吸法 2.健康法 411.12
理想人類生活指南 : 什麼樣的眼光
都沒有 / 瑜伽行者學苑編彙 .-- 再
版 .-- 臺北市 : 台灣摩訶瑜伽行者真
理實踐會, 10911 .-- 8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626-1-2 (平裝)
1.瑜伽 2.靈修 411.15
理想人類生活指南 : 生命的價值 / 瑜
伽行者學苑編彙 .-- 再版 .-- 臺北市 :
台灣摩訶瑜伽行者真理實踐會,
109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26-0-5 (平裝)
1.瑜伽 2.靈修 411.15
理想人類生活指南 : 真正的力量 / 瑜
伽行者學苑編彙 .-- 再版 .-- 臺北市 :
台灣摩訶瑜伽行者真理實踐會,
10911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26-2-9 (平裝)
1.瑜伽 2.靈修 411.15
瑜伽教學的藝術與事業 : 邁向專業
師 資 之 路 / 艾 美 . 伊 波 立 蒂 (Amy
Ippoliti), 泰洛.史密斯(Taro Smith)合
著 ; 潘信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5-1 (平裝) NT$300
1.瑜伽 411.15
高年級逆齡先修班 / 克里斯.克洛利,
亨利.洛奇, 艾倫.漢密爾頓著 ; 曾琳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932-1 (平裝)
1.長生法 2.中老年人保健 3.老化
411.18
社區營養學 / 吳幸娟等合著 ; 張雯雯
總編輯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 10912 .-- 5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2-707-4 (平裝) NT$550
1.營養 2.營養政策 411.3
食忌 101 : 必懂的日常飲食密碼,補品
跟毒藥只有一口的距離 / 許承翰, 金
躍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0 .-- 29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499-7 (平裝)
NT$380
1.健康飲食 2.食療 3.營養 411.3
美味模王 : 你吃的是食物不是食物!
揭發假天然、真添加的美味騙局 /
馬克.史蓋茲克(Mark Schatzker)著 ; 鄧

子衿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27-6 (平裝) NT$350
1.健康飲食 2.營養 3.食品添加物
411.3
營養學概論 / 蔡秀玲等合著 .-- 八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1 .-- 28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709-8 (平裝) NT$375
1.營養學 411.3
十二分鐘徒手高效健身訓練 / 克麗
絲塔.斯特雷克(Krista Stryker)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89-537-5 (平裝)
NT$56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3.健康飲食
411.711
健身運動訓練理論圖解全書 / 佐久
間和彥作 ; 陳聖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103) .-- ISBN 978-986-5520-26-7 (平裝)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3.運動生理
學 411.711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4-0 (平
裝)
1.減重 2.食譜 3.湯 411.94
藥物濫用防制指引. 109 年度 / 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組
編輯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0910 .-- 143 面; 21 公分 .- (TFDA 指引規範系列 ; DG012) .-ISBN 978-986-5439-71-2 (平裝)
1.藥物濫用防制 412.2
一定要知道的傳染病 : 資深防疫專
家教你守護健康 / 岡田晴惠著 ; 黃郁
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1-4 (平
裝) NT$36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
感染管制訓練手冊 / 吳麗鴻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1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6-6 (平裝)
1.感染管制 2.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

超級英雄製造機 : 12 週打造超級英
雄體態訓練秘笈 / 杜菲蓋佛(Duffy
Gaver)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536-8 (平裝) NT$48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世紀之疫 : 揭開病毒肆虐後的人性
與未來,最全面與深度的紀實 / 報導
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4-4 (平裝) NT$46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報
導文學 412.471

擁抱暗黑 : 光電學家教你健康好眠
的實用手冊 / 周卓煇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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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2-0 (平
裝) NT$32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新冠啟示錄 : 從全球化到人類世 / 思
想編委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11 .-- 342 面; 21 公分 .-- (思想 ;
41) .-- ISBN 978-957-08-5643-9 (平裝)
NT$36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全
球化 412.471

800 卡間歇性斷食 x 低碳地中海飲食 :
遠離脂肪與慢性病糾纏的卡路里斷
捨離天然快速減重法,130 道低卡料
理自由配 / 克萊爾.貝利(Clare Bailey),
賈斯汀.帕蒂森(Justine Pattison)著 ; 謝
孟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
文創,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1-2-5 (平裝) NT$450
1.斷食療法 2.健康飲食 3.減重 4.食
譜 411.94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 : 逆轉高血
壓、高血脂、高血糖 / 江守山著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11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5-5 (平裝) NT$330
1.預防醫學 2.疾病防制 3.慢性疾病
4.保健常識 412.5

脂肪燃燒瘦身湯大全集 / 岡本羽加
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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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 新冠肺炎治
癒率 100%的名中醫,用科學思維帶你
理解經典中醫, 遠離病苦 / 李宗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12 .-288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35) .-

- ISBN 978-986-175-572-4 ( 平 裝 )
NT$330
1.中醫 413
每天都用得上的生活中醫 : 感冒、
失眠、身體虛、四季養生、趕不走
的小毛病......你的日常生活大小事,
原來藏在中醫藥文化的傳承裡 / 文
泉杰(文小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3-3 (平裝) NT$350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1
臨證特殊案件之經過及治驗 / 惲子
愉著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
藝數位發行, 11001 .-- 25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7-184-6 (平裝)
1.中醫治療學 2.個案研究 413.2
中醫藥保健小學堂. 2, 由表知裡的奧
秘-藏象 /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
會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中華傳統養
生教育發展協會,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009-3-8 (平裝)
NT$420
1.中醫 2.養生 3.通俗作品 413.21
為妳自己養生 / 陳峙嘉著 .-- 初版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5-1 (平裝)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21
病從排寒解. 2 : 排寒實踐 : 排寒先驅
李璧如 20 年臨床實證,力行排寒溫通、
防治疫毒流感的中醫方略全書 / 李
璧如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名人養生館 ;
29) .-- ISBN 978-957-658-450-3 (平裝)
NT$480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21
傷寒論之現代基礎理論及臨床應用 /
惲子愉著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出版 :
華藝數位發行, 11001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7-183-9 (平裝)
NT$550
1.傷寒論 2.中醫典籍 413.32
顧好腸胃 百病消 : 治胃先治濕,平胃
散讓你無病一身輕 / 張書陸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61) .-ISBN 978-986-99086-8-9 ( 平 裝 )
NT$350
1.中醫治療學 2.胃腸疾病 3.中醫成
藥 413.343

吳明珠教你養好腎 / 吳明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4306 (平裝) NT$380
1.中醫 2.腎臟 3.健康法 413.345
新編婦人良方大全 / (宋)陳自明原著 ;
鄧榮坤編著 .-- 四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7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90-6 (精裝)
1.婦科 2.中醫 413.6
臺北漢唐經方論壇 : 醫案發表實錄.
第三屆 / 漢唐經方推廣協會編 .-- 臺
北市 : 臺北漢唐中醫診所, 10912 .-20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066-2-5 ( 精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650
1.中醫治療學 2.病例 3.文集
413.807
季秦安手診手療家庭常見病手到病
除 / 季秦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
冠文化, 10912 .-- 270 面; 21 公分 .-(休閒保健叢書 ; 48) .-- ISBN 978-98698051-2-4 (平裝) NT$330
1.按摩 2.穴位療法 3.手 413.92
推按就舒爽 : 療病養生/緩解症痛/速
效通暢氣血經絡 / 楊秀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65 (平裝) NT$380
1.按摩 2.經穴 3.經絡療法 413.92

153-) .-- ISBN 978-986-99519-2-0 (上卷:
平裝)
1.本草綱目 2.中藥材 414.121
百年藥櫃九帖湯 : 走訪飄香一世紀
的中藥行 / 陳默安, 語屋文創工作室
作 .-- 初版 .-- 宜蘭市 : 松鼠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松齡 ; 2) .- ISBN 978-986-94332-9-7 ( 平 裝 )
NT$360
1.中藥 2.藥局 3.中醫史 4.臺灣
414.92
徒手治療指南 : 佛德氏徒手淋巴引
流 : 實務指引 / Hildegard Wittlinger 等
作 ; 洪秀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
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8-4 (平
裝) NT$450
1.淋巴系統 2.徒手治療 3.按摩
415.142
解剖列車 / Thomas W. Myers 作 ; 王朝
慶等翻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 10912 .-- 3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654-0-8 (平裝)
1.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2.徒手治療 3.
按摩 415.148
新 編 傳 染 病 學 = Newly edited
infectious diseases / 王凱淞編著 .-- 臺
北市 : 力大圖書, 10911 .-- 2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7364-89-0 (平裝)
1.傳染性疾病 415.23

經絡養生八段錦. 進階 / 林明道著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12 .-- 1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6-3177 (平裝) NT$350
1.氣功 2.養生 413.94

彩色圖解心律不整 / 駱惠銘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28 (平裝)
1.心律不整 2.心電圖 415.318

足曌天靶向共振療法 / 吳財秀著 .-初版 .-- 臺北市 : 日明耀出版 : 中華
中醫經方醫學會發行, 10910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614-5-2 (平
裝) NT$300
1.藥浴 2.腳 3.中藥 413.97

內科肋膜腔鏡操作指引 / 涂智彥等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合 記 ,
1091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4-2 (精裝)
1.肋膜疾病 2.胸腔鏡檢術 415.43

藥膳師的生命力餐桌 : 84 道四季料
理,告別假性健康,提升自癒力,養成
不生病體質 / 麻木久仁子著 ; 夜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928-4 (平裝)
1.食療 2.藥膳 3.健康飲食 413.98

糖尿病有救!降糖全書 : 數百種實用
小方法,輕鬆降低高血糖 / 劉維鵬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12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85) .- ISBN 978-986-5408-40-4 ( 平 裝 )
NT$320
1.糖尿病 2.保健常識 3.健康飲食 4.
中西醫整合 415.668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 / 謝宇, 裴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Health+ ;

明日的記憶,靠今日的練習 : 現在開
始訓練大腦、防失智、不健忘 / 浦
上克哉作 ; 盧怡慧譯 .-- 第二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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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6-3-3 (平裝) NT$350
1.失智症 415.934
尊嚴走到人生最後一哩路. 上 : 失智
爸爸的照護日常 / 劉良萊著 .-- 臺中
市 : 劉良萊, 109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6-3 ( 精 裝 )
NT$45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當你漸漸忘了我 : 關於失智症患者
正確的知識,以及體貼的陪伴方式 /
內門大丈著 ; 葉秀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1-0 ( 平 裝 )
NT$25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臺 灣 失 智 症 治 療 指 引 = Taiwan
dementia treatment guideline / 白明奇主
編 .-- 新北市 :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10910 .-- 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17-1-7 (平裝)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所有人都能用斷捨離調整自律神
經?! : 日本首位自律神經專科整體師
教你以意識養成習慣、以減法擺脫
失調! / 原田賢作 ; 黃瓊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320 (平裝) NT$320
1.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415.943
兒童精神醫學入門 / 滝川一廣著 ; 王
薇婷譯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528
面; 21 公分 .-- (好家教 ; SH0164) .-ISBN 978-986-5752-88-0 ( 平 裝 )
NT$550
1.兒童精神醫學 415.9517
心已自由 : 原來我可以活出我想要
的自己 = Heart of freedom : I see that I
can live out the best of me / 賴拓作 .-初 版 .-- 臺 中 市 : 阿 拓 牧 斯 文 創 ,
10911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733-1-5 (平裝) NT$450
1.憂鬱症 2.心理治療 3.通俗作品
415.985
人類使用說明書 / 卡蜜拉.彭(Camilla
Pang)著 ; 李穎琦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 : 網路與書發行,
10912 .-- 280 面; 20 公分 .-- (For2 ;

46) .-- ISBN 978-986-5549-21-3 (平裝)
NT$38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415.988

分 .-- (健康樹 ; 149) .-- ISBN 978-986507-221-6 (平裝) NT$350
1.膝痛 2.運動療法 416.618

情緒共振 : 親密關係中,如何修復焦
慮衝突,一起成長 / 卡洛琳.戴奇
(Carolyn Daitch), 麗莎.羅伯邦(Lissah
Lorberbaum)著 ; 李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32-4 (平裝) NT$420
1.焦慮症 2.心理治療 3.生活指導 4.
兩性關係 415.992

從根本消除膝蓋疼痛 / 黑澤尚(くろ
さわ.ひさし)著 ; 陳昱璁, 賴羽薔, 藤
田 花 菜 譯 .-- 新 北 市 : 金 名 圖 書 ,
10910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9-59-5 (平裝) NT$250
1.膝痛 2.運動療法 416.618

焦慮不是你的錯 : 走出恐慌泥潭,緩
解不安的練習 / 陳志林作 .-- 初版 .-新北市 : 世潮, 10912 .-- 296 面; 21 公
分 .-- (暢銷精選 ; 81) .-- ISBN 978-986259-073-7 (平裝)
1.焦慮症 2.心理治療 3.生活指導
415.992
Tarascon 外 科 小 鐵 則 / James A.
Chambers 原著 ; 葉奕廷譯 .-- 初版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1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7-3 (平裝)
1.外科 2.外科技術 416
重生之路 : 意念體讓我走過癌末 / 蕭
尹翎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224 面; 21 公分 .-- (Open mind ; 70) .-ISBN 978-986-477-950-5 ( 平 裝 )
NT$350
1.乳癌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6.2352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2, 肌動學與生
物力學 / 楊金修, 劉紹龍, 張恆誌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10 .-- 3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706-7 (平裝) NT$350
1.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2.物理治療 3.
運動生理學 4.生物力學 416.6
下 背 痛 光 銀 式 手 法 = Clinical
experience sharing : the Kuan-Yin's
approaches for mechanical low back pain
/ 張光銀作 .-- 新北市 : 易利圖書有限
公司, 109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790-8-4 (平裝)
1.背痛 2.物理治療 3.徒手治療
416.616
10 天擺脫膝蓋痛 : 3 大鍛鍊操 x5 大
運動法,徹底擺脫多年膝蓋問題 / 高
田祐希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224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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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傷害診斷與復健訓練 / 利.布蘭
登作 ; 吳肇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2 .-- 14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7-640-6 (平裝)
NT$420
1.運動傷害 2.復健醫學 416.69
現代眼瞼下垂整形手術學 : 基本理
論與臨床應用 = Blepharoptosis / 李相
烈(이상열)等作 ; 廖文傑編譯 ; 林秀
珍韓文翻譯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
10911 .-- 28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7364-90-6 (精裝)
1.眼科手術 2.整形外科 416.7053
活著真好,為了相聚那一天 / 橫山一
成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32-98-9 (平裝)
NT$250
1.癌症 2.醫病關係 3.通俗作品
417.8
偏癱患者的復健治療 : 川平式反覆
性誘發療法的理論與介入手法 / 川
平和美, 下堂薗恵, 野間知一原著 ; 林
儒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1-1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復健醫學 2.復健護理 3.運動訓練
418.92
巴哈花精療法教學手冊 / 史岱方.波
爾(Stefan Ball)著 ; 柯智美譯 .-- 第二
版 .-- 南投市 : 中永實業, 1091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703-32 (平裝) NT$1000
1.心靈療法 2.另類療法 418.98
希塔好好玩 : 31 天帶你翻轉信念、
自我療癒, 創造豐盛人生 / 鍾瓚君
(King), 張智婷(Joanne)作 .-- 初版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29-1-0 (平
裝) NT$480
1.心靈療法 2.能量 3.自我實現
418.98

100 個修復情緒的創作練習 : 把壓力、
焦慮、惶恐、不安轉交給藝術,卸下
傷痛,撫慰身心 / 莉亞.古茲曼(Leah
Guzman)著 ; 洪慈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奇点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941-4-2 (平裝) NT$450
1.藝術治療 418.986
彩虹的繭 / 林忠億文.圖 .-- 初版 .-- 高
雄市 : 清涼音, 10910 .-- 10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449-716-4 (精裝)
NT$320
1.藝術治療 2.繪本 418.986
天然香氛小物 : 手工皂 X 蠟燭 X 乾
燥花 X 擴香石,用小小的興趣嗜好,打
造香氛生活 / 李珠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2-6 (平裝) NT$42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3.手工藝
418.995
改變人生的奇蹟精油教室 / 小林 Kei
作 ; 蔡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1-3 ( 平 裝 )
NT$35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芳療天后 Gina : 全家人的芳香精油
治療聖經: 慢性病、退化、復健、輕
急症、癌後康復,建立芳香醫藥箱,養
出全家好體質 / 許怡蘭著 .-- 一版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1091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83-0 (平
裝) NT$599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世界醫療制度 = World health systems
/ 孫曉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0911 .-- 864 面; 29 公分 .-(Learn ; 52) .-- ISBN 978-957-13-8410-8
(精裝) NT$1800
1.醫院行政管理 2.健康照護體系 3.
醫療服務 419.2
圖解醫療行銷 / 藍新堯作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32-8 (平裝)
NT$400
1.健康服務行銷 2.醫療服務 3.行銷
管理 419.2
醫療平衡計分卡 / 陳進堂, 陳佳琪, 傅
鍾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4-3 (平裝) NT$400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院評鑑 3.策略
管理 419.2
支氣管鏡清洗消毒規範 / 涂智彥等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合 記 ,
10911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3-5 (精裝)
1.醫院衛材管理 2.消毒法 3.支氣管
鏡檢術 419.27
重病的美國 : 大疫情時代的關鍵 4 堂
課,我們如何反思醫療、人權與自由
/ Timothy Snyder 著 ; 廖珮杏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18 公分 .-(Timothy Snyder 作品集) .-- ISBN 978957-08-5652-1 (平裝)
1.健康照護體系 2.健康人權 3.政治
文化 4.美國 419.5
內外科護理學總複習 : 心智圖解析 /
林玫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77-0 (平裝) NT$350
1.內外科護理 419.7

家政
日日小掃除, 無痛整理術 / 林可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生活樹系列 ; 86) .-- ISBN 978986-507-228-5 (平裝) NT$33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末羊子的極簡日常提案 : 精準斷捨
離,維持極簡空間的減法練習 / 末羊
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8-2 (平裝)
1.家政 2.簡化生活 3.生活態度 4.生
活指導 420
收納盒的 N+1 種整理術 : 打破侷限!
讓家中物品一目了然、好收、好維
持的二寶媽變態療癒收納術 / 二寶
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3-8435-1 (平
裝) NT$36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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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返自 然 , 祖父母 教你 的百 年生 活
DIY : 用簡單、傳統的手工藝打造屬
於你的樂活歲月 / 史托瑞出版社
(Storey Publishing)編著 ; 駱香潔譯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0911 .-320 面; 23 公分 .-- (Circle ; 7) .-- ISBN
978-986-99409-2-4 (平裝) NT$460
1.家政 420
陽台輕改造,小空間變大用途! : 300
張實境照!聰明選建材 X 挑家具 X 做
造景,兼具美感與功能的 50 種設計提
案 / 理想.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廣廈,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130-477-9 ( 平 裝 )
NT$450
1.陽臺 2.家庭佈置 3.空間設計
422.4
因為整理,人生變輕鬆了 : 幫助 2000
個家庭的整理專家,教你從超量物品
中解脫,找回自由的生活! / 鄭熙淑著 ;
黃菀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樂活.LOHAS) .-- ISBN
978-957-08-5647-7 (平裝)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3.生活指導
422.5
「20x 廿」 :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
系畢業專題. 第 20 屆 / 利俊杰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
學院流行設計系, 1091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630-0-8 (精裝)
1.服裝設計 2.造型藝術 3.流行文化
4.作品集 423.2
美容美體實務 / 蔡明娟, 陳立賢, 李秋
香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040-8-7 (下冊:
平裝)
1.美容 425
美背運動 : 每天 3 分鐘!2 週 x2 動作,
雕塑強健背部線條 / Ay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3-8436-8 ( 平 裝 )
NT$320
1.塑身 2.健身運動 425.2
我的第一本美甲攻略 / 黃敏香著 .-初版 .-- 高雄市 : 阿爾堤斯科技有限
公司, 10910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94-0-6 (平裝) NT$450
1.指甲 2.美容 425.6

可愛療癒的貓咪刺繡 300 款 : 14 種
基本技法 step by step 教學,喵星人隨
手也能繡 / 楊孟欣等著 ; 莫少閒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911 .-- 152 面; 28 公分 .-- (Hands ;
64) .-- ISBN 978-986-99061-8-0 (平裝)
NT$399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歐式刺繡基礎教室 : 漫步植物園 / オ
ノエ.メグミ著 ; 周欣芃譯 .-- 初版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11 .-- 72 面;
26 公分 .-- (愛刺繡 ; 25) .-- ISBN 978986-302-559-7 (平裝) NT$42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就是喜歡這樣的自己.May Me 的自然
自在手作服 / 伊藤みちよ著 ; 洪鈺惠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40) .-- ISBN 978986-302-561-0 (平裝) NT$42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手編織 = てあみ = Hand knitting / 陳
郭寶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郭寶
桂, 10911 .-- 冊 .-- ISBN 978-957-438200-2 (第 1 冊: 平 裝) NT$1200 .-ISBN 978-957-43-8201-9 (第 2 冊:平裝)
NT$1200 .-- ISBN 978-957-43-8202-6
(全套:平裝)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棒針編織師資課程 / 台灣毛線手藝
協進會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毛
線手藝協進會, 10911 .-- 104 面; 30 公
分 .-- (編織教科書 ; 3) .-- ISBN 978957-30455-3-3 (平裝) NT$120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Patchwork 拼布教室. 20 : 手作之秋,我
的 小 木 屋 拼 布 選 色 企 劃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彭小
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11 .-- 112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室 ; 20) .-- ISBN 978-986-302558-0 (平裝) NT$3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手作布包基礎 : 36 款布包+8 款特殊
包款+7 款生活用品 / 猪俣友紀著 ; 許
倩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45-6 (平裝)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簡單戳、立即用 : 超 Q 萌!羊毛氈可
愛造型小物 : 95 款可擦、可洗的舒

壓小幫手 = Mascot cleaner / 森岡圭介
編著 ; 呂宛霖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10 .-- 8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622-0-9 ( 平 裝 )
NT$280
1.手工藝 426.7
Sharon 浪漫復古風金屬線編織書 / 姜
雪玲(Sharon)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21) .-- ISBN
978-986-302-560-3 (平裝) NT$58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77
飾品設計與實務. 下冊 / 陳明雅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1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588-5-1 (平裝)
1.裝飾品 2.設計 426.77
*立體拼豆超好玩 / 許勝雄, 簡志成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藝 風 堂 ,
10910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933-4-3 (平裝) NT$38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異鄉食情 : 西洋餐桌 X 東方味蕾 / 童
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報文化出
版 : 人間福報發行,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素食地圖系列 ; 11) .-ISBN 978-986-91811-6-7 ( 平 裝 )
NT$250
1.飲食 2.素食 3.文集 427.07
700 萬人評選!最想吃的氣炸鍋人氣
排行料理 : 韓國網路最夯!只要 3-5 步
驟,103 道氣炸料理,三餐、點心、派
對料理,通通一鍋搞定 / 萬道料理作 ;
吳孟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
廈,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5-5 (平裝) NT$399
1.食譜 427.1
戈登.拉姆齊的享瘦食譜 / 戈登.拉姆
齊著 ; 松露玫瑰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0-7 (平裝) NT$650 .-ISBN 978-957-10-9261-4 ( 精 裝 )
NT$990
1.食譜 2.減重 427.1
內臟保暖要溫補 : 活用 36 種溫食材,
內臟溫暖了,才能改善寒冷體質、低
體溫、貧血,遠離癌症 / 青木敦子著 ;
蔡麗容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健康區 Healthy Liv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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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 .-- ISBN 978-986-5536-26-8 (平
裝) NT$380
1.食譜 427.1
好想吃喔!燕麥美味新吃法 : 有鹹有
甜還有零食!怎麼都吃不膩的 70 道料
理 / 朴賢珠著 ; 黃薇之譯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927-7 (平
裝)
1.食譜 427.1
林太的燉煮料理 : 50 道暖心鍋物料
理 / 陳郁菁(林太做什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4-170-4 (平
裝) NT$300
1.食譜 427.1
舒食蔬房 : 運用蔬食乘法,讓蔬果和
肉、蛋、海鮮通通都是好朋友 / 楊
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
版 : 九歌發行, 10912 .-- 176 面; 23 公
分 .-- (i 健康 ; 50) .-- ISBN 978-98699083-6-8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魔法門帶我去買菜 / 郭玫芬總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421-533 (全套:精裝) NT$400
1.食譜 2.繪本 427.1
魔物獵人料理大全 / CAPCOM 監修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4-5 (平
裝)
1.食譜 427.1
老四川料理的現代新詮釋 =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Sichuan traditional
cuisine / 井桁良樹作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84 (平裝) NT$600
1.食譜 2.中國 427.11
我家就是深夜食堂 / 安倍夜郎原著 ;
丁世佳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
典圖文傳播, 10911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9-9-5 (平裝)
NT$300
1.食譜 2.日本 427.131
道地韓國媽媽家常菜 360 道 / <<Super
Recipe>>月刊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328 面; 24 公分 .- ( 好 日 好 食 ) .-- ISBN 978-957-658448-0 (平裝) NT$480

1.食譜 2.韓國

427.132

尋找台灣味 / 許志滄, 張秋鈴作 .-- 一
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0911 .-- 144 面 ; 26 公 分 .-(Cooking ; 1) .-- ISBN 978-986-99637-49 (平裝) NT$350
1.食譜 2.臺灣 427.133

游東運可頌丹麥麵包頂級工法全書 /
游東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32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
系列 ; 2) .-- ISBN 978-986-99456-4-6
(平裝) NT$65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豆腐瑪芬&豆漿司康卷 / 今井ようこ
著 ; 鍾佩純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6) .-- ISBN 978986-5520-25-0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最強配方!在家打造職人級中式點心 :
米食、麵食、甜點 / 開平青年發展
基 金 會 作 .-- 新 北 市 : 臺 灣 廣 廈 ,
109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4-8 (平裝) NT$550
1.點心食譜 2.中國 427.16

林宥君創意食趣手作糖果全書 / 林
宥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
系列 ; 7) .-- ISBN 978-986-99456-5-3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2.糖果 427.16

實力派職人割田健一的麵包講座 /
割田健一作 ;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12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8) .-- ISBN 978-986-5520-27-4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抹面蛋糕設計解構全書 : 用奶油霜
做出不同質感抹面,讓家常蛋糕晉升
藝術品蛋糕的裝飾技巧與美學 / 謝
瑋育(艾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廣廈,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130-476-2 ( 平 裝 )
NT$550
1.點心食譜 427.16
邱獻勝老師的烘焙教室 / 邱献勝, 馮
寶琴, 鍾昆富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 10910 .-- 224 面; 26 公分 .- (Baking ; 1) .-- ISBN 978-986-99637-32 (平裝) NT$480
1.點心食譜 427.16
美味不發胖!35 款低卡無油戚風蛋糕
/ 茨木くみ子著 ; 黃嫣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3-2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辣媽 Shania 給新手的零廚藝、超省
時鬆餅機料理 / 辣媽 Shania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1 .-- 1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14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學作麵包的頂級入門書 : 201 個 Q &
A+史上最完整的 Step by Step 教學+
約 680 張圖解全收錄 / 梶原慶春, 浅
田和宏著 ; 瞿中蓮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發
行, 10911 .-- 200 面; 26 公分 .-- (烘焙
良品 ; 24) .-- ISBN 978-986-7627-29-2
(平裝) NT$48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糖花 / Tin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3-7 (平裝) NT$620
1.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小王子折田 / 折田將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 聯
合發行,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廚房 Kitchen ; 104) .-- ISBN 978-98699246-2-7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427.16

藍帶麵包師的美味佛卡夏 : 免揉麵 x
鬆軟有嚼勁 x45 款絕妙風味變化 / 池
田愛實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65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細說饅頭 / 呂鴻禹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橘子文化, 10912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4-171-1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2.饅頭 427.16

全植物飲食 : 無國界潮食尚料理,1 人
獨享、2 人共食、3 人以上家庭、10
人宴席、鹹甜點,隨時優雅上餐桌 /
楊開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應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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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生活療癒 ; 2) .-- ISBN 978-98693870-5-7 (平裝) NT$480
1.素食食譜 2.健康飲食 427.31
我的素食餐桌日常 : 中式、異國、
蔬食、湯品的素食新提案 / 關保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72-8 ( 平 裝 )
NT$520
1.素食 2.素食食譜 427.31
芭樂媽 Qistin 的素食日常 : 人氣媽咪
Youtuber 的 82 道家常菜、32 款便當
提案,活用冰箱常備食材,吃素不麻煩
/ 芭樂媽 Qistin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1001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63-3 (平裝)
1.素食 2.素食食譜 427.31
簡單調製雞尾酒 : 調酒新手的第一
本書 / 李佳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910 .-- 128 面; 18 公分 .- (Taster ; 13) .-- ISBN 978-986-990617-3 (平裝) NT$220
1.調酒 427.43
食物製備與烹飪科學 / 黃靖淑, 許乃
云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10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7-1 (平裝)
1.烹飪 427.8
烘焙原理 : 探索烘焙的科學基礎,掌
握烘焙藝術的精髓,傲擁職人等級的
實力 / 寶拉.費吉歐尼(Paula Figoni)作 ;
林怡婷, 高子晴, 劉玉文譯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624 面; 28 公分 .-- (i 生活 ;
16) .-- ISBN 978-986-98693-8-6 (平裝)
NT$800
1.烹飪 2.點心食譜 427.8
寶寶如何睡眠 / 蘇菲亞.阿克塞爾羅
德文 ; 許可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Happy family ; 83) .-- ISBN 978-986136-562-6 (平裝)
1.育兒 2.睡眠 428.4
正向教養家長講師訓練手冊 : 如何
帶領家長課程的教學步驟 / 琳.洛特
(Lynn Lott), 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 ;
姚以婷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姚以
婷, 10911 .-- 4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4-0 (平裝) NT$168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子女教育
428.8

益智尋寶圖 : 上學去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7-4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益智尋寶圖 : 太空競賽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9-8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益智尋寶圖 : 故事時間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898-1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益智尋寶圖 : 星空燦爛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0-1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益智尋寶圖 : 家庭假期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1-8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益智尋寶圖 : 搭火車 / Highlights Press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2-5 (平裝) NT$195
1.育兒 2.幼兒遊戲 3.兒童發展
428.82
威廉氏後人的好孕課 : 從備孕到順
產,地表最懂你的婦產科名醫李毅評
的 14 堂課 / 李毅評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三彩健康館 ; 149) .-- ISBN 978-957658-449-7 (平裝) NT$360
1.懷孕 2.妊娠 3.分娩 4.產前照護
429.12
無毒居家清潔密技 / 本橋ひろえ作 ;
黃詩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
社文化, 10912 .-- 224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370-243-6 ( 平 裝 )
NT$320
1.家庭衛生 2.清潔劑 429.8

農業
枝多少 : 八卦山下的科技大花現 / 李
雁隆計畫主持 .-- 臺中市 : 朝陽科大
工設系, 10911 .-- 8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631-51-2 ( 平 裝 )
NT$250
1.有機農業 2.社區發展 430.13
10 年育成 風華再現 : 創新育成中心
十週年風采錄 / 陳烈夫總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46-9 (平裝) NT$95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創新育成
中心 2.農業推廣 3.臺灣 430.33
生態農業國際研討會. 2020 : 技術發
展 與 地 景 經 營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Agricultur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2020 / 徐仲禹主編 .-- 第
一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農委會花蓮
農改場, 10911 .-- 130 面; 26 公分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專刊 173 號 .-- ISBN 978-986-5449-476 (平裝) NT$200
1.永續農業 2.有機農業 3.技術發展
4.文集 430.7
療癒園藝!餐桌の香草植栽全圖鑑 :
最實用的香草全書!收錄 161 項香草
品種、125 個料理食譜與身心舒壓的
生活應用提案! / 小川恭弘著 ; 何冠
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10 .-- 128 面; 23 公分 .-- 舒心暢銷
版 .-- ISBN 978-986-99335-8-2 (平裝)
NT$300
1.香料作物 2.栽培 3.食譜 434.193
農地水土保持工法操作手冊 / 陳天
健總編輯 .-- 第一版 .-- 南投市 : 農委
會水保局, 10911 .-- 80 面; 32 公分 .-ISBN 978-986-5449-48-3 ( 活 頁 裝 )
NT$3000
1.水土保持 2.農地管理 434.27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年報.
一 0 八年度 = Annual report 2019 :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 陳
燕章, 劉一新總編輯 .-- 臺北市 : 農委
會林試所, 109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5-04-0 ( 平 裝 )
NT$2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2.
林業管理 4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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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樹 : 孕育地球生命的樹木圖
鑑 / 麥克斯.亞當斯(Max Adams)作 ;
張雅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
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643-6 (精裝) NT$650
1.樹木 2.圖錄 436.1111
解讀樹木的身體語言 / 克勞斯.馬泰
克, 克勞斯.貝思, 卡爾海因茲.韋伯作 ;
陳雅得, 楊豐懋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560 面; 23 公分 .-- (自
然公園 ; 48) .-- ISBN 978-986-5529-796 (精裝) NT$990
1.樹木 2.樹木病蟲害 436.1111
台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 / 陳玉峯
整理 ; 郭自得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10911 .-- 408 面;
30 公分 .-- (山林書院叢書 ; 34) .-ISBN 978-957-608-559-8 ( 平 裝 )
NT$1000
1.森林生態學 2.樟目 3.樟腦 4.臺灣
436.12
動物保健實習. 下冊 / 林佑上, 蘇耀期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10 .-- 462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5531-23-2 (平裝)
1.畜牧學 437
犬的誕生 : 從漫畫看寵物狗的歷史 /
林秀美作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田, 10912 .-- 312 面; 22 公分 .-(討論區 ; 41) .-- ISBN 978-986-179609-3 (平裝) NT$599
1.犬 2.寵物飼養 437.354
四星期好狗狗教育 / 謝佳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93-9-3 (平裝) NT$360
1.犬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54
親手做健康狗鮮食 : 針對疾病、症
狀與目的之愛犬飲食百科 / 須崎恭
彥著 ; 高慧芳譯 .-- 再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寵
物館 ; 101) .-- ISBN 978-986-5529-81-9
(平裝) NT$350
1.犬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54
新手高明飼養法 : 天竺鼠 / 鈴木莉萌
著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
欣文化,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

(動物星球 ; 19) .-- ISBN 978-957-686800-9 (平裝) NT$280
1.天竺鼠 2.寵物飼養 437.39
牙鮃的種苗生產 / 陳玉萍, 黃侑勖, 何
源興著 .-- 基隆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產試驗所, 10911 .-- 57 面; 21 公
分 .-- (水產試驗所技術手冊 ; 14) .-ISBN 978-986-5449-51-3 ( 平 裝 )
NT$100
1.魚產養殖 2.手冊 438.661026

工程
科 技 想 要 什 麼 / 凱 文 . 凱 利 (Kevin
Kelly)著 ; 嚴麗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1 .-- 432 面; 21 公分 .-(數位新世界 ; 7) .-- ISBN 978-986-262446-3 (平裝) NT$540
1.科技社會學 440.015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2-3 (平裝)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41.3029
3D 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 謝仰泰著 .-八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0911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611-5 (平裝) NT$990
1.營建法規 2.建築物構造 441.51
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 / 王國武等合
著 ; 李慶松, 林家祺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營建工程叢書系
列 ; 1) .-- ISBN 978-957-511-443-5 (精
裝) NT$560
1.營建法規 441.51

Creo Parametric 電腦輔助進階設計寶
典 / 梁景華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1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7-8 (平裝)
1.電腦輔助設計 2.電腦輔助製造
440.029

健康綠住宅 : 從環境調控、設計選
材到身心靈平衡,讓全齡人身心都安
住的生活設計法則 / 陳宗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08-642-9 (平
裝) NT$599
1.房屋建築 2.綠建築 3.環境規劃 4.
空間設計 441.52

壓克力板製造技術的探討 =
Technology behind acrylic sheet
manufacturing / 柏瑞克股份有限公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柏瑞克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50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99705-0-1 (精裝)
1.工程材料 440.3

*雲林縣莿桐鄉林宅傳統閩南式三合
院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 / 林宜君等
研究撰稿 .-- 雲林縣莿桐鄉 : 林泰璋,
10910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3-7 (平裝附光碟)
1.房屋建築 2.三合院 3.古蹟修護 4.
雲林縣莿桐鄉 441.59

專利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9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4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074-7 (平裝)
NT$550
1.專利法規 440.61

軌道車輛工程概論 / 宋鴻康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5-0 (平裝)
1.鐵路工程 2.捷運工程 442.4

Inventor 3D 機械設計武功密笈 / 陳俊
鴻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1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2-1 (平裝)
1.工程圖學 2.電腦軟體 440.8029

108-109 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
大計畫成效評估. (2/2) / 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9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6-7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0
1.集水區 2.水資源保育 443.6

電腦輔助工業產品設計及實作 / 王
松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8-1 (平裝) NT$450
1.工業設計 2.工業產品 3.電腦輔助
設計 440.8029
Autodesk Revit 2020 建築設計入門與
案例實作 / 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
析」工作計畫. 109 年度 = Sampling
and analysis for the water quality of KaoPing River(2020) /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 屏東市 : 高屏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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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管理委員會, 10912 .-- 6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616-3-0 (平裝)
1.河川 2.檢驗 443.6
石門水庫後池三維數值模型應用於
後池臨時放淤實測驗證及應用分析
= Simulations of 3D numerical model for
field data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due to
short sediment venting in after bay of
Shihmen reservoir /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910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5-0 (平
裝) NT$500
1.汙泥處理 2.石門水庫 443.6433
MasterCAM 2021 實戰演練 / 陳俊鴻
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30 (平裝)
1.機械工程 2.電腦程式 446.89029
Mastercam®進階多軸銑削加工應用
及實例 / 吳世雄, 陳威志, 鄧博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77 (平裝) NT$1500
1.機械工程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46.89029
汽車維修與實務管理 / 黃盛彬, 張簡
溪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10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2-3 (平裝)
1.汽車維修 447.166
機器腳踏車電路檢修實務 / 李昌政,
邱裕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3-9 (平
裝)
1.機車 447.33
固定翼無人飛機設計與實作 / 林中
彥, 林智毅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7-5 ( 平 裝 )
NT$380
1.飛行器 2.遙控飛機 447.7
直升機起飛! / 小輪瀨護安文.圖 ; 邱
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36 面; 23X25 公分 .-- (小魯
知識繪本 ; 73) .-- ISBN 978-986-556602-9 (精裝) NT$320
1.直昇機 2.通俗作品 447.738
電氣工程. 實用篇 / 簡詔群, 簡子傑編
著 .-- 新北市 : 福祿旺科技, 10912 .--

320 面 ; 24 公 分 .-- ISBN 978-98689880-7-1 (精裝) NT$800
1.電機工程 448
電工法規 /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編
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6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23-5 (平裝附
光碟片)
1.電機工程 2.法規 448.023
電子學 / 劉明彰, 劉曙滔編著 .-- 三
版 .-- 新竹市 : 偉文, 10910 .-- 270 面;
23 公分 .-- (絕殺系列) .-- ISBN 978986-98879-2-2 (下冊:平裝) NT$400
1.電子工程 2.電子學 448.6
半導體製程技術 / 李克駿, 李克慧, 李
明逵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2-8 (平裝)
1.半導體 448.65
矽晶圓半導體材料技術 / 林明獻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5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1-2 (精裝)
1.半導體 2.工程材料 448.65
雷射原理與應用 / 林三寶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29 (平裝)
1.雷射光學 2.雷射 448.68
工業流程控制系統開發(流程雲端化
- 自 動 化 條 碼 掃 描 驗 收 ) = Using
automatic barcode reader to production
acceptance to adopt the product-flow into
clouding platform(industry 4.0 seri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2 .-1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5-5 (平裝) NT$280
1.自動控制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029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RS485 串列
埠篇 = An introduction to using RS485
to control the relay device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industry 4.0 series) / 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9-4 (平裝) NT$400
1.自動控制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029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手機 APP 控
制篇 = An app to control the relay device
based on automatic control(industry 4.0
seri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912 .-- 3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6-2 ( 平 裝 )
NT$500
1.自動控制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029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網路轉串列
埠篇 = An introduction to modbus TCP
to RS485 gateway to control the relay
device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industry
4.0 seri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2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0-0 ( 平 裝 )
NT$360
1.自動控制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029
基於接受 : 動手做學習法於機器人
教學設計 / 賴岦俊著 .-- 初版 .-- 屏東
市 : 屏東大學, 10910 .-- 7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04-9-1 (平裝)
NT$600
1.機器人 2.科技教育 3.教學設計
448.992
mBot 機器人 mBlock 創客程式設計寶
典 / 林俊傑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1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5-4 (平裝)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1-6 (平裝) NT$500
1.環境保護 2.佛教說法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食品技師考試重點整理. 四, 食品加
工學 / 周清富等合著 ; 張雯雯總編
輯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2-708-1 ( 平 裝 )
NT$300
1.食品加工 463.12
*黑蒜快速發酵方法開發及其便利製
備容器應用 / 吳紹祺著 .-- 高雄市 : 吳
紹祺, 10909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6-0 (精裝) NT$400
1.醱酵工業 2.食品工業 3.大蒜
463.8
侍酒師的葡萄酒品飲隨身指南 : 從
初學到進階,掌握 35 個品種、129 個
葡萄園、349 個 AOC 法定產區,教你
靈活運用成為出色的侍酒師! / 積蘭.
德切瓦(Gwilherm de Cerval)文 ; 尚.安
德烈(Jean André)繪圖 ; 劉永智譯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51-7 (平
裝) NT$480
1.葡萄酒 2.品酒 463.814
威士忌酒食 / 林一峰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 10911 .-- 336 面; 26
公分 .-- (Sante ; 16) .-- ISBN 978-9865536-24-4 (平裝) NT$720
1.威士忌酒 463.834

公職考試講重點 : 水處理工程. 下, 污
水篇 / 張晉, 劉力, 劉澤融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00 (平裝) NT$650
1.汙水工程 445.48

新版威士忌學 / 邱德夫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我的檔案夾 ; 52) .-ISBN 978-986-98996-4-2 (平裝)
1.威士忌酒 2.品酒 3.製酒 463.834

綠色技術與管末處理 / 陳見財作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
業同業公會, 10911 .-- 20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150-2-3 (平裝)
1.環境工程 2.環境保護 3.職業衛生
4.文集 445.907

製造

地球事,我的事 / 羅世明等文 ; 賈俊國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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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uino 程式教學. 網路通訊篇 = 86
duino
programming(networking
communicat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
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
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5-3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8-0
(平裝) NT$2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IoT 實作好好玩 : 使用 Micro:bit、
MIT App Inventor、語音辨識及影像
辨識 / 許庭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9-2 (平裝)
1.微電腦 2.行動資訊 3.電腦程式設
計 471.516

Ameba 程 式 設 計 . 顯 示 介 面 篇 =
Ameba
RTL8195AM
IOT
programming(display modules) / 曹永忠
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9-7 (平裝) NT$5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8710 Wifi 氣氛燈硬體開發. 智
慧 家 庭 篇 = Using Ameba 8710 to
develop a 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smart home serise)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2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5-8 (平裝) NT$3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程式教學. MQ 氣體模組篇 =
Ameba RTL8195AM programming(MQ
GAS modul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
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7-3 (平裝) NT$1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空氣粒子感測裝置設計與開
發. MQTT 篇 = Using Ameba to develop
a PM 2.5 monitoring device to MQTT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3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6-6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風力監控系統開發(氣象物聯
網) = Using Ameba to develop a wind
monitoring system(IOT for weather) / 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6-5 ( 平 裝 )
NT$3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 Using Ameba to develop a hue light
bulb(smart home) / 曹永忠等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
限公司, 10911 .-- 194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5-9 (平
裝) NT$3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meba 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 =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 by using
Ameba RTL8195AM / 曹永忠等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
有限公司, 10911 .-- 138 面; 23 公分 .-

Arduino 手 搖 字 幕 機 開 發 = The
development of a magic-led-display
based on persistence of vis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8-5 ( 平 裝 )
NT$2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手機互動程式設計基礎篇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the interactive
games with mobile phone via the
bluetooth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59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3-2 ( 平 裝 )
NT$7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Dino 自 走 車 . 入 門 篇 =
Arduino dino car(basic skills & assembl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39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6-0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手機互動跳舞機設計 =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on dancing
pad with a mobile phone game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9-2 (平裝) NT$4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EM-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
The design of an entry access control
device based on EM-RFID card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4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4-7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自 走 車 設 計 與 製 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robot-car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 10911 .-- 30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8-6 (平
裝) NT$4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 The
design of an entry access control device
based on RFID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
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466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5-4 (平裝) NT$6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步進馬達控制 = The stepper
motors controller practices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51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3-9 (平裝) NT$6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互 動 跳 舞 兔 設 計 = The
interaction design of a dancing rabbit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 10911 .-- 462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6-1 (平
裝) NT$6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投幣計時器. 網路篇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n internet-based
timing controlling device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5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1-0 (平裝) NT$7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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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空氣盒子隨身裝置設計與開
發. 隨身裝置篇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 portable PM 2.5 monitoring
device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
有限公司, 10911 .-- 3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0-3
(平裝) NT$5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空氣豎琴設計與開發 = The
development of a light-sensor-based harp
with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31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0-8 (平裝) NT$4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拉 霸 遊 戲 機 開 發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 slot game machine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5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7-7 (平裝)
NT$6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迷宮遊戲設計與製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maze game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 10911 .-- 17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9-3 (平
裝) NT$35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旋 轉 字 幕 機 開 發 =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peller-led-display
based on persistence of vis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1-5 ( 平 裝 )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飲水機電子控制器開發 =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troller for
drinking fountain using arduino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5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2-2 ( 平 裝 )
NT$6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設 計 教 學 . 技 巧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writing style &
skill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911 .-- 1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8-7 ( 平 裝 )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式教學. RFID 模組篇 =
Arduino programming(RFID sensors kit)
/ 曹永忠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66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0-4 (平裝) NT$8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式教學. 入門篇 = Arduino
programming(basic skills & tricks) / 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0 .-- 3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0-1 (平裝) NT$4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教 學 . 基 本 語 法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language &
syntax)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911 .-- 2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4-9 ( 平 裝 )
NT$4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教 學 . 常 用 模 組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37 modules) / 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0 .-- 1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1-8 (平裝) NT$5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教 學 . 無 線 通 訊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wireless
communicat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
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
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5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1-1 (平裝) NT$6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式教學. 溫溼度模組篇 =
Arduino programming(temperature &
humidity modul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 10911 .-- 154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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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5-6 (平
裝)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教 學 . 語 音 模 組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voice modul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1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6-3 (平裝) NT$3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程 式 教 學 . 顯 示 模 組 篇 =
Arduino programming(display modules)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4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67-0 (平裝) NT$6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雲物聯網系統開發. 入門篇 =
Using arduino yun to develop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et of things(basic
introduction)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2-8 (平裝) NT$5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超音波測距機設計與製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distance measurement equipment by
using ultrasonic sensor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3-0 ( 平 裝 )
NT$4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智 慧 電 力 監 控 . 手 機 篇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n advanced
monitoring device of the power-socket /
曹永忠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
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8-4 (平裝) NT$5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智 慧 電 力 監 控 . 監 控 篇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 monitoring
device of power-socket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3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9-1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電 子 秤 設 計 與 製 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scale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千 華 駐 科 技 ,
10911 .-- 2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7-8 ( 平 裝 )
NT$3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電 風 扇 設 計 與 製 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lectronic
fan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
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31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0-9 (平裝) NT$4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實作入門與專題應用 / 陳明
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6-7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實作布手環 = Using arduino to
implementation a Mr. bu bracelet / 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
10911 .-- 4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3-5 ( 平 裝 )
NT$6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遙 控 車 設 計 與 製 作 =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remote
control car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
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 10911 .-- 2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1-6 (平裝)
NT$4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樂高自走車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n autonomous car with
LEGO-blocks assembled / 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39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04-2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貓咪餵食碗控制器開發 =
Using arduino to develop a controller for
cat' food-bowl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
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94-6 (平裝) NT$3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雙軸直流馬達控制 = Two
axis DC-motors control based on the
printer by arduino technology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 10911 .-- 1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82-3 (平裝)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ESP32 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 =
ESP32
IOT
programming(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 / 曹永
忠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
科技,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3-1 (平裝)
NT$420
1.微處理機 2.物聯網 471.516
ESP32 程式設計. 基礎篇 = ESP32 IOT
programming(basic concept & tricks) /
曹永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592-674-8 (平
裝) NT$400
1.微處理機 471.516
IoT 沒那麼難!新手用 JavaScript 入門
做自己的玩具! / 曾英綺著 .-- 初版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2-8 (平
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LinkIt ONE 智慧電力監控. 網路篇 =
Using LinkIt ONE to develop an IOTbased power-socket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
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4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3-4 (平裝) NT$5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MediaTek Labs MT 7697 開發板基礎
程 式 設 計 = An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by using MediaTek Labs
MT 7697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9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7-2 (平裝) NT$4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Pieceduino 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
庭篇 = Using Pieceduino to develo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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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smart home
serise) /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
有限公司, 10911 .-- 3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8-9
(平裝) NT$5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UP Board. 基礎篇 = An introduction to
UP Board to a develop IOT device / 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2-7 ( 平 裝 )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風向、風速、溫溼度整合系統開發
(氣象物聯網) = A tiny prototyping web
system
for
weather
monitoring
system(IOT for weather) / 曹永忠, 黃朝
恭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9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9-6 (平裝) NT$44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高溫控制系統開發(改造咖啡豆烘烤
機 為 例 ) = A development of hightemperature controller(a case of coffee
roaster modified from roaster) / 曹永忠,
郭耀文, 楊志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20-2 ( 平 裝 )
NT$35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溫溼度裝置與行動應用開發. 智慧家
居 篇 = A temperature & humidity
monitoring device and mobile APPs
develop-ment(smart home series) / 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5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21-9 ( 平 裝 )
NT$32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藍芽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
Using nano to develop a bluetoothcontrol hue light bulb(smart home series)
/ 曹永忠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1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14-1 (平裝) NT$4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木工接合大全 / 泰利.諾爾作 ; 丁瑋琦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6-7 (平裝) NT$420
1.木工 474
鋼彈模型完美組裝妙招集 / 林哲平
作 ; 李貞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9501-98-9 ( 平 裝 )
NT$42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白酒金融理財產品研究 / 吳濤, 張亮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11 .-- 1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0-0 (平裝)
NT$380
1.酒業 2.金融商品 3.中國 481.7
這樣經營,餐廳才會賺 : 名顧問教你
避開 25 個開店常見失敗原因,創造能
長遠經營的獲利之道 / 須田光彥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44-3 (平裝) NT$360
1.餐飲業管理 483.8
餐廳規劃與設計 : 掌握餐飲競爭優
勢 與 契 機 = Restaurant planning and
design : grasp cate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opportunity / 吳勉勤, 高
任首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892-5 (平裝)
1.餐飲業管理 2.餐廳 483.8
ICT 產業白皮書. 下 : 智慧製造/智慧
醫 療 /5G/ 電 子 商 務 . 2020 = ICT
Industry / 朱師右等作 .-- 臺北市 : 資
策會產研所, 10910 .-- 1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81-808-1 (平裝)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產業分析 484.5
ICT 產業白皮書. 上 : 資訊硬體/消費
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 2020 = ICT
Industry / 許桂芬等作 .-- 臺北市 : 資
策會產研所, 109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7-4 ( 平 裝 )
NT$12000

1.電子業 2.電腦資訊業 3.產業發展
4.產業分析 484.5
AIoT 數位轉型 / 裴有恆著 .-- 初版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 (Live & Learn ; 72) .-- ISBN 978-986477-938-3 (平裝) NT$550
1.網路產業 2.產業發展 484.6

餐 旅 公 關 與 危 機 處 理 = Hotel and
restaurant public relations & crisis
management / 江惠頌, 吳孟嬪, 郭采彥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4-6 (平裝)
1.餐旅管理 2.公共關係 3.危機管理
489.2

網紅影響力 : 自媒體如何塑造我們
的數位時代 / 莎拉.麥柯克戴爾(Sara
McCorquodale) 著 ; 陳 冠 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97-8 (平
裝)
1.網路產業 2.品牌行銷 3.網路經濟
學 484.6

逆風展翼 : 照明尖兵的實境征戰 / 翁
芳裕著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中
正大學企管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館發行,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3-3 ( 平 裝 )
NT$260
1.燈具照明業 2.產業分析 3.中小企
業 4.個案研究 489.9

Instagram 崛起的內幕與代價 : 以及它
如何改變了文化、商業、科技、媒
體,與我們每一個人 / 莎拉.弗埃爾
(Sarah Frier)著 ; 余韋達譯 .-- 一版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企畫叢書 ; FP2280) .-ISBN 978-986-235-880-1 ( 平 裝 )
NT$450
1.電腦資訊業 2.網路社群 3.傳記 4.
美國 484.67
神保町書肆街考 : 世界第一古書聖
地誕生至今的歷史風華 / 鹿島茂著 ;
周若珍, 詹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0912 .-- 5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09-50-7 (平裝)
NT$760
1.書業 2.歷史 3.人文地理 4.日本東
京都 487.631
服 務 業 管 理 : 戰 勝 挑 戰 = Service
management : overcome challenge / 鄭
紹成, 高于歡, 陳勇諺編著 .-- 四版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11 .-- 4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9-5 (平
裝)
1.服務業管理 489.1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 品質提升與實
務 應 用 導 向 = Front office and
housekeeping practice in hotel: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s /
吳勉勤, 高任首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32 (平裝)
1.旅館業管理 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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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
從戰場到商場 : 泰北華人企業家的
故事 = Warrior to entrepreneur : rise of
the yunnanese from the Northern
Thailand / 洛桐, 羅聿合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6-7 (平
裝) NT$380
1.企業家 2.傳記 3.泰國 490.99382
通用全球!商英 Email 制霸寶典 : 韓國
人氣講師親授,提案、邀約、訂購、
抗議、道歉、出差等超豐富商務英
語 Email 範例&應用妙計,一本就夠 /
慶凱文著 ; 陳馨祈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1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2-6 (平
裝)
1.商業書信 2.商業英文 3.商業應用
文 4.電子郵件 493.6
會計學 / 郭秀珍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1 .-- 29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8-5 ( 平 裝 )
NT$550
1.會計學 495.1
中級財務會計 / 徐蓉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1 .-- 4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2-3 (平裝)
NT$750
1.財務會計 495.4
高級財務會計 / 巴雅爾, 劉勝天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37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6-1 (平裝) NT$700
1.財務會計 495.4
阿甘財報課 : 選股不難,我用一張圖
表教你挑出獲利又誠實的好公司! /
國貞克則著 ; 李友君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Biz) .-- ISBN 978-986-556402-5 (平裝) NT$300
1.財務報表 495.47
財務報表分析理論與實務 / 洪潔, 趙
昆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5-4 (平裝) NT$55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審計學 / 張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3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9-2 (平裝) NT$680
1.審計學 495.9
Youtube+FB+IG 社群媒體操作經營活
用術 : 掌握目標客群.必殺網路行銷.
活絡網紅經濟.解析廣告成效 / 鄭苑
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9-8 (平裝) NT$50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歡迎來到志祺七七!」不搞笑、談
時事,資訊設計原來很可以 : 從 50 人
的資訊設計公司到日更 YouTuber 的
瘋狂技能樹 / 張志祺著 ; 林欣婕採訪
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工
作生活 ; BWL086) .-- ISBN 978-9865535-94-0 (平裝) NT$420
1.網路產業 2.網路行銷 3.網路媒體
4.網路社群 496
企業就是自媒體 : 掌握內容行銷大
趨勢,打造直通顧客的策略與方法 /
沙建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
化,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有方
之度 ; 10) .-- ISBN 978-986-97921-8-9
(平裝) NT$380
1.品牌行銷 2.行銷策略 496
第一次學數位行銷就上手 :
SEOxFBxIGxYTxLINE 整合大作戰 /
蘇東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4-6 (平裝)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社群
496
讓大眾小眾都買單的單一顧客分析
法 / 西口一希著 ; 陳冠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5) .-- ISBN
978-986-507-222-3 (平裝) NT$350
1.行銷管理 2.顧客關係管理 496
創新產品鍊金術 : 如何獲得第一千
個鐵粉客戶 / 李偉俠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19-6 (平裝) NT$360
1.商品管理 2.產品設計 496.1
個人品牌獲利 : 自媒體經營的五大
關鍵變現思維 / 李洛克作 .-- 初版 .-臺北市 : 如何,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Happy learning ; 189) .-- ISBN
978-986-136-563-3 (平裝) NT$280
1.品牌 2.行銷策略 496.14
時尚成癮 : 時尚名品的設計 ID / 三度
出版社作 ; 洪子元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和文創, 10911 .-- 24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775-8-9 (平裝)
NT$680
1.品牌 2.設計 496.14
TOP SALES 的 88 個銷售秘笈&57 個
圖解行銷 / 孫永堯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孫老師行銷講堂,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4-0-2 (平
裝) NT$380
1.銷售 2.行銷策略 496.5
反常識的業務聖經,成就十倍勝 : 業
務就是要每單都賺、要把客戶「當」
朋友?誰說的?陳茹芬不這麼做,照樣
創造十倍業績! / 陳茹芬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Biz ; 345) .-- ISBN
978-986-5548-27-8 (平裝) NT$340
1.銷售員 2.銷售 3.職場成功法
496.5
史上最強 100%成交學 / 王晴天著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1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2-6 (平裝)
NT$990
1.銷售 2.銷售員 3.職場成功法
496.5
你的客戶就是我的客戶 : 打破紅海
僵局,取代競爭對手的業務生存策略
/ 安 東 尼 . 伊 安 納 里 諾 (Anthony
Iannarino)著 ; 洪立蓁譯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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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堡壘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 亞 當 斯 密 ; 6) .-- ISBN 978-98699410-5-1 (平裝) NT$400
1.銷售 2.銷售員 3.職場成功法 4.競
爭 496.5
思維 : 一場拉開人生差距之旅 / 蔣蔚
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5-3-9 (平裝) NT$270
1.銷售 2.行銷策略 3.職場成功法
496.5
超級銷售致富祕訣 = Secret of getting
rich through super sales / 徐錦坤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徐錦坤, 10911 .-276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188-3 (平裝) NT$60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精實服務 : 將精實原則延伸到消費
端,全面消除浪費,創造獲利 / 詹姆斯.
沃馬克(James P. Womack), 丹尼爾.瓊
斯(Daniel T. Jones)著 ; 褚耐安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理 ; 166) .-ISBN 978-986-99162-6-4 ( 平 裝 )
NT$450
1.顧客關係管理 2.生產管理 3.組織
管理 496.5
圖解流通業經營學 / 戴國良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0912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2-7 (平裝) NT$380
1.物流業 2.物流管理 496.8
*文案大師教你精準勸敗術 : 從定位、
構思到下筆的文案寫作技藝全書 /
羅伯特.布萊(Robert W. Bly)著 ; 汪冠
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0 .-- 416 面; 21 公
分 .-- (In Action! 行 動 的 書 ;
HA0023N) .-- ISBN 978-957-9689-52-6
(平裝) NT$599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文案的基本修養 / 東東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37-5 (平裝)
NT$35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從零開始學寫吸金文案 : 30 秒入門,
超生火、最推坑的 31 個勾心銷售寫

作指南 / 吉姆.愛德華(Jim Edward)著 ;
游懿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1-3 (平裝) NT$42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3.銷售
497.5

企業管理
21 世紀的管理挑戰 / 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作 ; 侯秀琴譯 .-- 臺
北市 : 博雅出版, 10911 .-- 26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139-6-6 (精裝)
NT$400
1.企業管理 494
中國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構建研
究 / 李妍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3-0 (平裝) NT$430
1.企業管理 2.中國 494
四種管理文化 : 查爾斯.韓第談管理.
1 / 謝德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87) .-- ISBN 978-9865541-25-5 (平裝) NT$350
1.韓第(Handy, Charles B.) 2.企業管理
3.組織管理 494
百年企業策略轉折點 : 活下去的 10
個關鍵 = Strategic turning points / 蔡鴻
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早安財經
文化,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早
安財經講堂 ; 93) .-- ISBN 978-98699329-0-5 (平裝) NT$500
1.企業經營 2.大型企業 3.個案研究
494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滿分必殺
絕技 / 楊均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1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44-9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技術、管理與社會 / 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著 ; 白裕承譯 .-- 臺
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80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
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10) .-- ISBN 978986-99139-7-3 (精裝) NT$400
1.企業管理 2.技術發展 494
忠誠效應 : 企業獲得利潤的基石 / 費
德列克.雷克海著 ; 顧淑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1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13 (平裝) NT$520
1.企業經營 2.組織管理 3.顧客關係
管理 494
重新思考術 / 史蒂夫.泰伊作 ; 郭庭瑄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8-7 (平裝) NT$450
1.企業管理 2.組織管理 3.策略規劃
4.決策管理 494
飛輪效應 : A+企管大師 7 步驟打造
成功飛輪,帶你從優秀邁向卓越 / 詹
姆.柯林斯(Jim Collins)著 ; 楊馥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實戰智慧館 ; 486) .-ISBN 978-957-32-8899-2 ( 平 裝 )
NT$300
1.企業管理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
專案管理輕鬆學 : PMP 國際專案管
理師教戰寶典 / 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5-0 (平裝)
1.專案管理 494
組織管理新論 : 查爾斯.韓第談管理.
3 / 謝德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89) .-- ISBN 978-9865541-27-9 (平裝) NT$350
1.韓第(Handy, Charles B.) 2.企業管理
3.組織管理 494

FP2103X) .-- ISBN 978-986-235-878-8
(平裝) NT$400
1.中小企業管理 2.創業 3.美國 494
經營管理聖經 : 查爾斯.韓第談管理.
2 / 謝德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88) .-- ISBN 978-9865541-26-2 (平裝) NT$350
1.韓第(Handy, Charles B.) 2.企業管理
3.組織管理 494
管理學精要 : 造就觀光餐旅產業菁
英 = Management essential : creat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elite / 鄭
紹成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 10911 .-- 3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88-8 (平裝)
1.管理科學 2.旅遊業管理 3.餐旅管
理 494
精準策略 : 彼得杜拉克 8 大管理 DNA
/ 徐元朝, 黃榮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30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28-2 (平裝)
NT$399
1.企業管理 494
慢飆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 發現一流
企業的長相和深度投資價值 / 闕又
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21) .-- ISBN 978-986-398-620-1
(平裝) NT$380
1.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 2.企業經
營 494

猶太人商業定律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1001 .-35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03-3-6 (平裝)
1.企業管理 2.成功法 3.猶太民族
494

SQM 商業新思維 : 開發新產品、創
立新事業的必勝心法 / 三木雄信著 ;
楊毓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9-9 (平裝)
1.企業經營 2.商業管理 3.品質管理
494.1

郵政考試講重點(企業管理大意) / 成
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2-4 (平裝) NT$250
1.企業管理 494

企劃案撰寫實務 : 理論與案例 / 戴國
良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11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6-7 (平裝) NT$480
1.企劃書 494.1

創新與創業精神 : 管理大師彼得.杜
拉 克 談 創 新 實 務 與 策 略 / Peter F.
Drucker 著 ; 蕭富峰, 李田樹譯 .-- 六
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336 面 ; 21 公 分 .-- ( 企 畫 叢 書 ;

深思快想 : 瞬間看透事物「本質」
的深度思考力 / 稲垣公夫著 ; 林雯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Job ; 8) .-- ISBN
978-986-99060-4-3 (平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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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專業譯者必修的商業思維 : 譯者的
定位、行銷與商業模式全攻略 / 周
群英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學研翻譯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3 公
分 .-- (學研叢書 ; 1) .-- ISBN 978-98699681-0-2 (平裝) NT$360
1.商業管理 2.翻譯 494.1
創造新財富 : 企業轉型的利基策略 /
艾德林.史萊渥士基著 ; 劉真如譯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1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2-0 (平裝) NT$500
1.企業管理 2.決策管理 494.1
徹底用數字思考 : 養成用數字思考
的習慣,工作品質和速度截然不同 /
深澤真太郎著 ; 謝敏怡譯 .-- 初版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7-4 (平裝) NT$380
1.企業經營 2.管理數學 3.思考
494.1
行為上癮 : 從心理學、經濟學、社
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
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
自拔的決策陷阱。 / 何聖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堡壘文化,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密 ; 7) .-- ISBN 978986-99410-4-4 (平裝) NT$380
1.決策管理 2.行為心理學 494.13
什麼都放手的主管才高竿!!! : 對上
對下不傷人也不內傷,笑著當好主管
/ 澤渡海音著 ; 游心薇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職
場 方 舟 ) .-- ISBN 978-986-99313-9-7
(平裝) NT$36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2
百大企業御用教練陳煥庭帶人的技
術 / 陳煥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99-82-2 (平裝) NT$30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創客創業導師程天縱的職場力 : 解
析職場的人與事,提升工作與管理績
效的 34 條建言 / 程天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1 .-- 304 面; 21 公

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751) .-ISBN 978-986-477-932-1 ( 平 裝 )
NT$380
1.企業領導 2.企業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2
WOL 大聲工作法 : 最新透明工作術,
開放個人經驗,創造共享連結的 12 週
行動指南 / 約翰.史德普(John Stepper)
著 ;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09-3 ( 平 裝 )
NT$450
1.職場成功法 2.生涯規劃 3.人際關
係 494.35
工作與生活的技術 / 王永福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7-5 (平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能力突圍 : 30 條破局法則,做 1％的
領跑者 / 焱公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Think ; 211) .-- ISBN 978-986-554824-7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假如孫子是現代上班族 / 安恒理作 ;
沈俊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
列 ; 52) .-- ISBN 978-957-9054-73-7 (平
裝) NT$32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職場成功
法 494.35
職場文書與文案企劃 : 用文字力 UP
職場軟實力 = Business and proposal
writing / 周春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17-2-3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應用文 3.廣告文案
4.寫作法 494.35
金礦 : 豐田生產方式如何喚醒沉睡
的金脈 / 弗雷迪.伯樂(Freddy Ballé),
邁可.伯樂(Michael Ballé)作 ; 趙克強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引興精實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93-0-7 (平
裝)
1.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2.生產管理 3.企業管理
4.通俗作品 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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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驗證與確認 : 品質保証的核心
與實踐 / 柯煇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書, 10911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5-555-8 ( 平 裝 )
NT$400
1.品質管理 2.產品檢驗 494.56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20 ISQM)論
文摘要集. 2020 :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
型 = The 202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Quality Management :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楊錦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品質學會,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91492-6 (平裝) NT$1000
1.品質管理 2.文集 3.摘要 494.5607
財務管理 / 陳萬江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2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5-5 (平裝) NT$399
1.財務管理 494.7
ERP 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200 講 / 林文
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63-9 (平裝)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 徐茂練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8-1 (平裝)
1.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如何撰寫文獻回顧 : 給社會與行為
科學領域學生的寫作指南 / Jose L.
Galvan, Melisa C. Galvan 著 ; 姜定宇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31-1 (平裝) NT$350
1.社會科學 2.行為科學 3.研究方法
4.論文寫作法 501.2

統計
統計學 / 林素菁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4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10-5 (平裝)
NT$640

1.統計學

510

1.幼兒遊戲 2.學前教育

523.13

預測未來的極簡統計學 / 小宮山博
仁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12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42-9 (平裝)
NT$320
1.統計學 510

走到哪玩到哪! : 動物益智隨身玩 /
Céline Potard 作 ; Audrey Brien,
Betowers, Chiara Nocentini 插畫 ; 張之
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2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4-7 (精裝)
1.幼兒遊戲 2.學前教育 523.13

教育

走到哪玩到哪! : 童話益智隨身玩 /
Céline Potard 作 ; Marie Margo 插畫 ;
張之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12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1-6 (精裝)
1.幼兒遊戲 2.學前教育 523.13

新世代.新需求 : 台灣教育發展的挑
戰 / 王如哲等作 ; 黃昆輝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
教育基金會, 10911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036-1-5 (平裝)
NT$500
1.臺灣教育 2.文集 520.933
超效率學習法 / pha 作 ; 賴郁婷譯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9) .-- ISBN 978-957-741306-2 (平裝) NT$299
1.學習方法 521.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國
民中小學種子講師培訓計畫 : 總綱
種子講師實地宣講問題解析 Q＆A.
第一輯至第七輯精華統整輯 / 何雅
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5-1 (平裝)
1.國民教育 2.課程綱要 521.7
臺灣小學師範教育發展. 師範學院
篇 : 師範傳統的挑戰 / 中華民國師範
教育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學
富文化, 10911 .-- 504 面; 23 公分 .-(臺灣師範教育史叢書. 小學師資培
育 系 列 ) .-- ISBN 978-986-5713-71-3
(平裝) NT$650
1.師範教育 2.師範校院 3.臺灣
522.622
走到哪玩到哪! : 交通益智隨身玩 /
Céline Potard 作 ; Romain Guyard 插畫 ;
張之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12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3-0 (精裝)
1.幼兒遊戲 2.學前教育 523.13
走到哪玩到哪! : 度假益智隨身玩 /
Céline Potard 作 ; Patrick Morize 插畫 ;
張之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12 .-- 52 面; 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28-42-3 (精裝)

FOOD 超人 ABC 錄音魔法有聲書 /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5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23-582-9 (精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523.23
小紅帽玩數學 / 謝明芳作 ; 林思慧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 10910 .-22 面; 17X16 公分 .-- ISBN 978-957608-557-4 (精裝) NT$180
1.學前教育 2.數學遊戲 523.23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務 / 李昭明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40-7-0 (下冊:平裝)
1.學前教育 2.幼兒保育 3.教學活動
設計 523.23
我的幼幼認知有聲學習書 / 風車編
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6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23-583-6 (精裝)
1.認知教學 2.學前教育 3.幼兒教育
523.23
我們不一樣,這樣更棒 / 巴尼.索茲伯
(Barney Saltzberg)作 ; 吳愉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5 公分 .-- (童
心園系列 ; 11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26-1 (精裝) NT$320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閃閃發光童謠鋼琴繪本 / 風車編輯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0911 .-- 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23-581-2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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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樂教學法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給孩子的第一本科學啟蒙故事集 :
25 個日常範例,帶領孩子深度思考! /
山下美樹著 ; 日本國立科学博物館
監修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88 (平裝)
1.科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兒童讀物
523.23
童遊英文字母趣 / 銀河文化編輯部
著 ; 薇光年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銀
河文化, 10911 .-- 26 面; 15X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550-1-0
(精裝) NT$220
1.英語教學 2.字母 3.學前教育
523.23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 花園 / 琪亞
拉.皮羅迪作 ;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石 國 際 文 化 ,
10911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5-2 (精裝) NT$260
1.學前教育 2.蒙特梭利教學法
523.23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 是大?還是
小? / 琪亞拉.皮羅迪作 ; 安涅絲.巴魯
吉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
文化, 10911 .-- 20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986-99563-3-8 ( 精 裝 )
NT$260
1.學前教育 2.蒙特梭利教學法
523.23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 動物 / 琪亞
拉.皮羅迪作 ;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石 國 際 文 化 ,
10911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4-5 (精裝) NT$260
1.學前教育 2.蒙特梭利教學法
523.23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 跟我來! /
琪亞拉.皮羅迪作 ; 安涅絲.巴魯吉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11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2-1 (精裝) NT$260
1.學前教育 2.蒙特梭利教學法
523.23
蕃薯村總動員 : 教育部全民國防教
育繪本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1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0-2 (精裝) NT$100

1.國防教育 2.教材教學 3.學前教育
4.繪本 523.23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1.母語教學 2.鄉土教學 3.中小學教
育 4.文集 523.31707

學習共同體在小學實施的理念與實
踐 / 汪明怡, 林進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38-0 (平裝) NT$32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研究 3.文集
523.307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國小自然科學
教材教法 / 吳穎沺等著 ; 黃鴻博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3-3 (平裝) NT$30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中學公民與社
會教材教法 / 王錦雀等著 ; 劉秀嫚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09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4-0 (平裝) NT$35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國小社會教材
教法 / 洪夢華等著 ; 陳麗華, 詹寶菁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5-7 (平裝) NT$27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小學生數學我不怕!(100 分必讀.Q 版
神攻略) : No.1 學霸李小白遇上難題,
多多老師神救援 / 樂多多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小野人 ; 29) .-- ISBN 978-986-384461-7 (平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中學生物教材
教法 / 林陳涌等著 ; 張永達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88 (平裝) NT$28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國中理化教材
教法 / 江逸傑等著 ; 陳育霖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18 (平裝) NT$26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中學地球科學
教材教法 / 李旻憲等著 ; 楊芳瑩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0912 .-- 1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7-1 (平裝) NT$22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五力實戰課 : 聽說讀寫做的多
元評量 / 陳欣希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16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9-338 (平裝) NT$420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中學自然科學
領域探究與實作教材教法 / 林淑梤,
段曉林, 靳知勤著 ; 段曉林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64 (平裝) NT$38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高中化學教材
教法 / 王嘉瑜等著 ; 邱美虹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95 (平裝) NT$450
1.中小學教育 2.教學法 3.叢書
523.308
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 高中物理教材
教法 / 陳文典等著 ; 傅祖怡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01 (平裝) NT$280

活力成語 100 分. 2 年級 / 黃美麗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29-595-1 (平裝)
NT$70
1.漢語教學 2.成語 3.中小學教育
523.311
國小精英 : 國語練功超 Easy 精練祕
笈 / 詹芸, 名師學院編輯團隊作 .-- 臺
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10910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15-2-3 (平
裝)
1.漢語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11
*本土語文組「本土語文教學新思維
-非你莫『鼠』」教學示例彙編.
2020 / 林藹如等編撰 ; 中央課程與教
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領域本土
語文組主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央
團本土語文組, 10909 .-- 571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08-9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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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數學這樣學 : 解法不只一種!顛
覆你對算式邏輯的數學漫畫 / 瀧平
悠史著 ; Rucola Nicola 繪 ; 李彥樺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2 .-- 128 面; 21 公
分 .-- (童漫館) .-- ISBN 978-986-550388-8 (平裝) NT$35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3.漫畫
523.32
面積迷宮. Vol.4, 高手篇 / 村上綾一
著 ; 陳聖怡, 伍言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105) .-- ISBN 978-986-5520-28-1 (平裝)
1.數學教育 2.數學遊戲 3.小學教學
523.32
國小數學全攻略. 2 下 / 許世宏編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7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29-594-4 ( 平 裝 )
NT$120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Scratch 3.0 動畫遊戲設計 / 鄭苑鳳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10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28-1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動畫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玩轉 Scratch 3.0 程式積木設計的 16
堂課 / 數位新知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11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5-8 ( 平 裝 )
NT$420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動畫
設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喚醒你的設計魂 : 素養導向專題探
究 課 程 設 計 指 南 = Designing and
facilitating student inquiry : a practical
guide to project-based learning / 卯靜儒
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445-9 (平裝) NT$300
1.課程規劃設計 2.中小學教育 3.文
集 523.407
課程協作與實踐. 第四輯 / 卯靜儒等
作 ; 蔡清華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
課綱推動專辦, 10911 .-- 19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12-6 (平裝)
NT$255
1.課程規劃設計 2.中小學教育 3.文
集 523.407

高中化學 : 重點整理、有效學習! /
二見太郎著 ;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4-9 (平裝)
1.化學 2.中等教育 524.36
高中基礎化學 : 重點整理、有效學
習! / 二見太郎著 ; 陳朕疆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2-5 (平裝)
1.化學 2.中等教育 524.36

雲海百年故事 1920-2020 / 劉世和等
作 ; 翁平插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石碇區雲海國民小學, 10911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200-0 (平裝) NT$350
1.新北市石碇區雲海國民小學
523.833/103

Makeblock AIoT CyberPi 程式學習控
制器 : 使用 mBlock 5 / Makeblock 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7-8 (平裝)
1.資訊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中等
教育 524.375

茶頂山个風 : 龍肚國小百週年校慶
專刊 / 黃鴻松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
雄市龍肚國小, 10911 .-- 4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6-83-6 (精裝)
1.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
523.833/131

工業 4.0 預兆診斷分析與應用 : 使用
凌華 ADLINK 預測分析系統 MCM100 與微軟 Azure 雲端服務 / 陳楷霖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42-2 (平裝)
1.資訊教育 2.物聯網 3.人工智慧 4.
中等教育 524.375

不用出門補習,寫好國寫作文不難 /
汪中文等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34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作文 4.中等
教育 524.31
高中國文 : 全方位跨領域經典閱讀 /
陳嘉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0-5 (平裝) NT$580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三 角 函 數 : sin 、 cos 、 tan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疆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11 .-- 176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19) .-ISBN 978-986-461-228-4 ( 平 裝 )
NT$450
1.數學教育 2.三角函數 3.中等教育
524.32
行動化學館. 4 : 物質的酸鹼鹽 / 陳大
為, 王翰, 蘇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5-0 (平裝) NT$250
1.化學 2.中等教育 524.36

推展高中家政新課綱 : 家政教學錦
囊第十五袋-創新生活與家庭 / 王屏
等撰寫 .-- 臺南市 : 家政學科中心,
10910 .-- 1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1-09-6 (平裝)
1.家政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9
BOPPPS 有效教學模組 / 國立宜蘭大
學主編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15-7-1 (平裝)
1.有效教學策略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107
探究式教學法理論與實踐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quiry-based teaching /
楊芳瑩等合著 ; 蔡雅薰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1 .-- 19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441-1 (平裝) NT$350
1.教學法 2.教學研究 3.高等教育 4.
文集 525.307
傳經授業 : 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
經學課程與經學教育 / 車行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94 面; 23 公分 .-40

(經學研究叢書. 臺灣經學叢刊 ;
505002) .-- ISBN 978-986-478-411-0 (平
裝) NT$50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經學 4.文
集 525.307
給青春的你 : 人生有味是清歡-迴響 /
衞祖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3-5 (平裝)
NT$360
1.通識教育 2.職業倫理 3.就業輔導
525.33
溫暖的執著. IV :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
的導師故事 /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事
務處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全威圖
書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964-99-2 (平裝)
NT$320
1.導師 2.優良教師 3.高等教育
525.5
華梵 華立三十 梵傳百世 : 華梵大學
建校 30 週年校慶特刊 / 簡江儒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梵大學,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768-48-4 (精裝)
1.華梵大學 525.833/103
蓽路藍縷 : 臺灣省立工學院院史展
特刊 = Eminence from great hardships :
exhibition of Taiwan Provincial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郭美芳等著 .-- 再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10911 .-- 27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148-9-5 (平裝)
1.臺灣省立工學院 2.歷史 3.教學研
究 4.產學合作 525.833/127
大學的理念 : 從地方連結世界,看見
大學的責任與承擔 / 陳玉鳳, 陳筱君,
郭珮甄採訪整理 ; 陳永信文稿編輯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24 面; 23 公分 .-- (Cheers 系
列 ; 73) .-- ISBN 978-986-398-623-2 (平
裝) NT$300
1.高等教育 2.大學 3.臺灣 525.933
最高自主學習法 : 讀書.工作,一生受
用,快速提取資訊精華,駕馭各種複雜
知識 / 彼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
陳圓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24) .-- ISBN 978-986-477-934-5 (平裝)
NT$320

1.自主學習 2.學習方法

528.1

不罵 / 汪培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09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9-6-2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怎麼說,青少年會聽 VS. 如何聽,青少
年願意說 / 安戴爾.法伯, 伊蓮.馬茲麗
許著 ; 陳莉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33-8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青少年教
育 528.2
教出好女兒 : 培養快樂、優秀、氣
質女孩的教養經典(適合 0-18 歲) / 雲
曉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野人家 ; 71) .-- ISBN 978-986384-463-1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3.婦女教育
528.2
與孩子對話的 66 堂練習課 : 掌握孩
子需求的 7 大關鍵心理 x66 個例句
解析,打造快樂的親子關係 / 曾田照
子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71 (平裝)
1.親子溝通 2.親子關係 3.親職教育
528.2
*讓手足成為一生的朋友 : 做個平和
的父母,教出快樂的小孩 / 蘿拉.馬克
罕(Laura Markham)著 ; 傅雅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10 .- 360 面; 21 公分 .-- (LP ; 2) .-- ISBN
978-986-357-192-6 (平裝) NT$56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子女教育
528.2
公民(鐵路特考) / 邱樺編著 .-- 第十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8-7 (平裝)
1.公民教育 528.3
培育未來公民 : 有力學習與創新教
育 /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學富文化,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13-72-0 (平裝)
NT$500
1.公民教育 528.3

牙齒王國的戰爭 / 張冬梅文 ; 曾云童
捷圖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 10911 .-36 面; 24X26 公分 .-- (好習慣養成繪
本 ; 8) .-- ISBN 978-986-99125-1-8 (精
裝) NT$249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幼兒感覺情緒繪本遊戲書 : 我也會
關心 / 瑪麗.帕魯特(Marie Paruit)作.
繪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8 面; 19X19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4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32-2 (精裝) NT$35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情緒教育
4.繪本 528.33
幼兒感覺情緒繪本遊戲書 : 我有點
擔心 / 瑪麗.帕魯特(Marie Paruit)作.
繪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8 面; 19X19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40)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31-5 (精裝) NT$35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情緒教育
4.繪本 528.33
幼兒感覺情緒繪本遊戲書 : 我非常
生氣 / 瑪麗.帕魯特(Marie Paruit)作.
繪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8 面; 19X19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3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30-8 (精裝) NT$35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情緒教育
4.繪本 528.33
幼兒感覺情緒繪本遊戲書 : 我超級
開心 / 瑪麗.帕魯特(Marie Paruit)作.
繪 ; 葉淑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8 面; 19X19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3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29-2 (精裝) NT$35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情緒教育
4.繪本 528.33
生活自理繪本 : 再見了尿布 /
Songkha 編 ; Mongkol Wancham 繪 ; 趙
嘉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86-1 (平
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41

生活自理繪本 : 我去上學了! /
Songkha 編 ; Mongkol Wancham 繪 ; 趙
嘉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88-5 (平
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生活自理繪本 : 快要憋不住了! /
Songkha 編 ; Kochakorn Lerkmongkol
繪 ; 趙嘉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 10911 .-- 24 面; 21X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85-4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生活自理繪本 : 我愛洗澡 / Songkha
編 ; Yanee Ruenthoung 繪 ; 趙嘉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8842-87-8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我要回家 /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編
著 ; 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繪製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台灣生活規
劃術協會, 10911 .-- 36 面; 23X23 公
分 .-- (親子生活規劃繪本 ; 1) .-- ISBN
978-986-99678-0-8 (精裝) NT$399
1.生活教育 2.繪本 528.33
我怎麼了? / 高君琳, 陳茵嵐作 ; 何永
彬繪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911 .-- 56 面; 27 公分 .-- (藝術創作
系 列 ) .-- 注 音 版 .-- ISBN 978-9578614-47-5 (精裝) NT$280
1.生活教育 2.初等教育 3.繪本
528.33
品格养成绘本 : 这是我的,才不要分
给你! / Fun House 师资团队编 ; 沛吉
绘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品格養成繪本:
這是 我的 , 才 不要 分給 你 ! .-- ISBN
978-986-301-975-6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品 格 养 成 绘 本 : 哼 ! 爱 生 气 / Fun
House 师资团队编 ; 沛吉绘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6 面; 20X20 公分 .-- 簡體字

版; 正體題名:品格養成繪本: 哼!愛生
氣 .-- ISBN 978-986-301-976-3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 戶外安全我知
道 / Warisa Poolpermsub 等繪 ; Selene
S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243-771-1 (平裝)
1.安全教育 2.兒童教育 3.通俗作品
528.38

版 .-- 臺北市 : 臺灣科大, 10912 .-- 120
面 ;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7-3-6 (平裝)
1.技職教育 2.學科競賽 3.文集
528.807
程式語言與設計 / 李啟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62 (下冊:平裝)
1.資訊教育 2.電腦程式設計 3.技職
教育 528.831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 危險!在家小心 /
Warisa Poolpermsub 等繪 ; Selene S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243-772-8 (平裝)
1.安全教育 2.兒童教育 3.通俗作品
528.38

植物栽培實習. 下冊 / 陳右人, 阮素芬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10 .-- 8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5531-24-9 (平裝)
1.植物學 2.教學實習 3.技職教育
528.8451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20 : 銀髮族、幼
兒園、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
動成果報告 / 林豐隆等作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0910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75-7-5 (平裝)
1.老人教育 2.融合教育 528.433

運動生理學 / W. Larry Kenney, Jack H.
Wilmore, David L. Costill 作 ; 林貴福
等譯 .-- 四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0910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68-3-8 (平裝) NT$650
1.運動生理學 528.9012

3C 白雪公主 / 張志銘作 ; 米腸駿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11 .-- 136
面; 21 公分 .-- (翻轉童話 e 起來 ; 1) .- ISBN 978-957-9047-72-2 ( 平 裝 )
NT$280
1.資訊素養 2.網路素養 3.網路沈迷
4.兒童讀物 528.45

燃燒跑魂 : 挑戰世界 50 大經典路跑
賽 / 托拜亞斯.繆斯(Tobias Mews)作 ;
黃意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
國際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1-4 (平裝)
1.賽跑 2.運動訓練 528.946

青蛙王子的網路情人 / 陳茵嵐作 ; 米
腸駿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翻轉童話
e 起來 ; 2) .-- ISBN 978-957-9047-73-9
(平裝) NT$280
1.網路素養 2.資訊教育 3.網路交友
4.中小學教育 528.45
藏在手機裡的祕密 / 李光福文 ; 吳姿
蓉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2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6-12-0 (平裝) NT$280
1.資訊素養 2.網路素養 3.中小學教
育 528.45
小企鵝波波品格養成. 2, 無聊島的祕
密 / 陳櫻慧作 ; 黃郁菱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259-1 (精裝)
1.德育 2.品格 3.通俗作品 528.5
技優生再進化 = Re-evolution of skilled
students / 李維楨, 陳艷妮編輯 .-- 初

知足常樂 / 傑拉德等合著 .-- 初版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0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8-6 (平裝) NT$300
1.足球 2.文集 528.95107
台灣足球六十年 / 李弘斌, 葉士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55-0 (精
裝) NT$650
1.足球 2.歷史 3.臺灣 528.9510933
雄霸棒壇 : 美和棒球五十年 / 美和棒
球隊校友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11 .-- 216 面; 21 公分 .-(時報悅讀 ; 35) .-- ISBN 978-957-138431-3 (平裝) NT$320
1.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棒球隊
2.棒球 3.歷史 4.臺灣 528.955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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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游泳史 / 陳耀邦(景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2 .-- 720
面 ; 23 公 分 .-- ( 文 化 生 活 叢 書 ;
1300005) .-- ISBN 978-986-478-408-0
(精裝) NT$1600
1.游泳 2.歷史 3.香港特別行政區
528.961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 談注意
力訓練 / 孟瑛如, 簡吟文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障礙教育
系列 ; 63166) .-- ISBN 978-986-191933-1 (平裝) NT$250
1.學習障礙 2.注意力 3.特殊教育
529.69

禮俗；民族學
百鍊千錘的職人匠心 : 桃園客家百
工百業輯錄 / 李玟諺等撰文 .-- 臺北
市 : 內容力, 10910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001-1-8 (平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50
1.客家 2.傳統技藝 3.產業發展 4.桃
園市 536.211
你可能毋熟識个客家 : 客家與基督
教的相遇 = What you may not know
about the Hakka = Ngiˋ khoˊ-neˋn
mˋ suˋk-su ke Hak-ka^ / 余慶榮等
作 ; 黃宣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民族所, 10910 .-- 245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32-58-4 (精裝)
1.客家 2.基督教 3.民族文化 4.文化
研究 536.211
猶太式幽默聖經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3-1-2 (平裝)
1.猶太民族 2.民族文化 3.幽默
536.87
品菜單 : 令人垂涎的經濟與社會變
革紀錄 / 伊芙.馬洛(Eve Marleau)著 ;
林柏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 10911 .-- 240 面 ; 23 公 分 .-(History ; 55) .-- ISBN 978-957-13-84122 (平裝) NT$600
1.飲食風俗 2.歷史 538.709
中國飲食美學史 / 趙建軍著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 10911 .-- 冊 .-- (齊魯
文庫 ; QH004-QH005) .-- ISBN 978986-388-137-7 (上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388-138-4 (下冊:平裝)
NT$550 .-- ISBN 978-986-388-139-1 (全
套:平裝)
1.飲食風俗 2.美學史 3.中國
538.782
日本庶民美食 : Nippon 所藏日語嚴
選講座 = 庶民の幸せの味 / EZ Japan
編輯部, 林潔珏, 游翔皓作 ; 富永圭太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8
公分 .-- (Nippon 所藏 ; 13) .-- ISBN
978-986-248-927-7 (平裝) NT$400
1.飲食風俗 2.日本 538.7831
二 0 二 0 尋找頭城風俗的趣味性 / 張
文義撰文 .-- 初版 .-- 宜蘭縣頭城鎮 :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0911 .-- 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8-39-7 (精裝)
1.風俗 2.民俗 3.宜蘭縣頭城鎮
538.833/107
台 灣 俗 語 [] 仔 店 = Tâi-Uân-Sìók-Gi
Kám-á-Tiàm / 董峯政編著 .-- 初版 .-臺南市新市 :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
會, 10910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23-3-4 (平裝)
1.俗語 2.臺語 539.6

社會學
社會學囧很大 3.0 : 看大師韋伯因何
誤導人類思維 / 謝宏仁著 .-- 三版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2-091-4 (平裝)
NT$320
1.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學術
思想 3.社會學 540.2
帶本哲學書上街去 / 好青年荼毒室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致 出 版 ,
10911 .-- 356 面; 20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99262-8-7 ( 平 裝 )
NT$520
1.社會哲學 2.社會運動 3.政治運動
4.香港特別行政區 540.2
靈魂的拷問 / 何賢桂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410 面;
21 公分 .-- (文學視界 ; 121)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2-8 (平裝)
NT$500
1.文化評論 2.文集 541.2607
文化.聚落.共有財 : 環境變遷下之永
續發展 = Culture, communities, and the
common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environmental change / 陳俊強主
編 .-- 新北市 : 臺北大學人文學院,
10910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02-3-7 (平裝) NT$550
1.文化資產保存 2.永續發展 3.文集
541.2707
再尋冷戰軌跡 : 臺糖南北平行預備
線文化資產價值研究 / 張崑振著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2 .-- 171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75-8 (精裝)
1.文化資產保存 2.永續發展 3.鐵路
4.文集 541.2707
給下一個科技盛世的備忘錄 : AI 時
代戰勝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 /
丹尼爾.薩斯金(Daniel Susskind)著 ;
周玉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352 面 ; 21 公 分 .-- ( 財 經 企 管 ;
BCB717) .-- ISBN 978-986-5535-99-5
(平裝)
1.科學技術 2.技術發展 3.社會變遷
541.41
非暴力的力量 / 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 ; 蕭永群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1 .-- 3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33-8 (平裝) NT$380
1.社會運動 2.政治思想 541.45
為什麼我們總是選到不適任的男性
當領導人? / 湯瑪斯.查莫洛-普雷謬
齊 克 (Tomas Chamorro-Premuzic) 著 ;
周詩婷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16) .-- ISBN 978-986-5535-98-8
(平裝) NT$380
1.領導理論 2.性別角色 3.社會結構
4.職場成功法 541.776
媒體與政治 : 從媒體運作與立法面
向的探討 / 鄭任汶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910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78-8-6 (平裝)
NT$280
1.媒體 2.政治 541.831657
導覽解說理論與實務 / 蔡豐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4-3 (平裝)
1.解說 2.環境教育 5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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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斩首式战争元年 : 一道世界和
平的曙光 / 汪泉着 .-- 初版 .-- 基隆市 :
詹益銘, 10910 .-- 483 面; 21 公分 .-- 簡
體字版; 正體題名:2020 斬首式戰爭
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的曙光 .-- ISBN
978-957-43-8247-7 (平裝) NT$580
1.和平 2.戰爭 3.世界主義 4.文集
542.2807
設計你的幸福人生 : 從家庭到消費,
看準社會五大趨勢,畫出你的未來藍
圖 / 宮木由貴子, 的場康子, 稻垣圓
著 ;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好想法 ; 31) .-- ISBN 978-986-248923-9 (平裝) NT$400
1.生活問題 2.生涯規劃 3.日本
542.5931
失業教我們的事 : 想吃雞腿,就別勉
強啃雞肋 / 洪雪珍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77-946-8 ( 平 裝 )
NT$380
1.失業 2.職場成功法 542.77
一起寫下來 : 媽媽和我的交換日記 /
布蘭蒂.萊麗(Brandi Riley)著 ; 梁若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12 .-184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5) .-ISBN 978-986-179-611-6 ( 平 裝 )
NT$280
1.親子關係 2.親子溝通 544.1
與毛語錄 / 廖兆旻(秋陽)編著 ; 廖經
銓(毛子)合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廖
兆旻, 10910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9-5 (平裝)
1.親子關係 2.親子溝通 544.1
毒親教養 / 吳娟瑜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0911 .-- 336 面; 21 公
分 .-- (健康樹 ; 59) .-- ISBN 978-98699086-7-2 (平裝) NT$380
1.家庭關係 2.親子關係 3.親職教育
544.14
南宋外戚楊氏繫年 : 金門楊姓先世
輯證 / 楊秉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楊秉訓, 10910 .-- 5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8181-4 ( 平 裝 )
NT$450
1.楊氏 2.宗族 3.家族史 4.南宋
544.292
蠢蛋夫妻 : 愛情長跑日記 / 蒂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21 公

分 .-- (Fun ; 75) .-- ISBN 978-957-138434-4 (平裝) NT$330
1.戀愛 2.婚姻 3.兩性關係 4.漫畫
544.3
失戀九十九天療傷指南 / 米凱拉.洛
茲 納 (Michèle Loetzner) 作 ; 杜 子 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390 (平裝) NT$350
1.戀愛 2.兩性關係 3.心理治療
544.37
約會絕不能做的傻事清單 : 不只是
約會失敗事件簿,更是啟發自信、動
力與愛的最佳約會攻略 / 亞麗安娜.
馬格利斯(Arianna Margulis)著 ; 李姿
瑩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
活 ; 472) .-- ISBN 978-986-5529-77-2
(平裝) NT$330
1.戀愛 2.兩性關係 3.通俗作品
544.37
一場隔離 我們與性平的距離 / 林育
苡等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社會局,
10910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3-82-8 (平裝)
1.性別平等 544.7
打造夫婦腦 / 黑川伊保子著 ; 劉格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 10912 .-- 28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7-0 (平裝) NT$360
1.兩性關係 2.婚姻 3.腦部 544.7
孩子的性別啟蒙繪本 : 我的身體我
自己決定 / 波琳.奧德(Pauline Oud)文
圖 ;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
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1 .-- 40 面; 25X25 公分 .-(知識滴 ; 30) .-- ISBN 978-957-952969-3 (精裝) NT$360
1.性別教育 2.兒童發展 3.親職教育
4.繪本 544.7
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 / 莊博安著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012 (平裝) NT$350
1.兩性關係 2.家庭 3.心理諮商
544.7
日本史中的男男情愛 : 外遇糾葛、
PLAY 招數、春畫......腐味飄揚的男
色盛世 / 山本博文監修 ; 鄒玟羚, 高
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46-3 (平裝)
1.同性戀 2.歷史 3.日本 544.751
樓鳳性產業大調查 / 張榮哲著 .-- 臺
北市 : 任性,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69-1-9 ( 平 裝 )
NT$340
1.特種營業 2.娼妓 3.臺灣 544.76
我拿青春換明天 : 八大行業職場說
明書,慾海求生的人物群像 / 陶曉嫚
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428 (平裝) NT$380
1.特種營業 2.報導文學 544.767
好好老,不怕老! / 楊嘉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0912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3-8-6 (平裝) NT$320
1.老人學 2.老年 3.生活指導 544.8
百歲時代 : 當長壽成為常態,我們該
如何活得更好? / 卡米拉.卡文迪許
(Camilla Cavendish)作 ; 高霈芬譯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388 面;
21 公分 .-- (Focus ; 96) .-- ISBN 978957-658-444-2 (平裝) NT$380
1.老年 2.老化 3.生活指導 544.8
醫師建議的不認真老後指南 / 大塚
宣夫著 ; 高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208 面; 19 公分 .- (NW ; 214) .-- ISBN 978-986-361-9222 (平裝)
1.老年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44.8
老黑的 FIRE 生活實踐 : 財務自由,實
現 自 我 不 是 夢
= 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 / 田臨斌(老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29-0 (平裝) NT$350
1.退休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44.83
讓我們安心變老 : 寫給熟齡世代的
生活法律指南 = Aging fearlessly legal
guidance for age 50+ / 林昀熹等作 ; 周
漢威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律
扶助基金會, 10911 .-- 208 面; 23 公
分 .-- (法扶叢書 ; 8) .-- ISBN 978-98692452-6-5 (平裝) NT$350
1.老人福利 2.老人養護 544.85
宗親視野下的地方選舉 : 2018 年金
門縣五合一選舉個案分析 / 林政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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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192-0 (平裝)
NT$450
1.宗親會 2.地方選舉 3.福建省金門
縣 544.9
赤崁事 : 再現赤崁「署」光的街區
故 事 = Community stories around
Chihkan Tower / 張秀慈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0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54-2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臺南市
545.0933/127
眷念忠義 / 臺中市大雅區忠義社區
發展協會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十字星文化工作室有限公司, 10912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891-8-7 (平裝) NT$320
1.眷村 2.文集 3.臺中市 545.4933
尋覓臺灣老眷村 / 繆正西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324
面; 21 公分 .-- (釀生活 ; 2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6-6 (平裝)
NT$500
1.眷村 2.文化保存 3.臺灣 545.4933
青田五十 : 台北市青田縣同鄉會五
十週年特刊 / 台北市青田縣同鄉會
編輯委員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漢雅資訊出版 : 臺北市青田縣同
鄉會發行, 10910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2669-9-4 (平裝)
1.臺北市青田縣同鄉會 2.同鄉會
546.73
社會工作管理小辭典 / 陳思緯作 .-二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11 .-- 240
面; 17 公分 .-- (隨身讀系列) .-- ISBN
978-986-5525-15-6 (平裝) NT$220
1.社會工作 2.詞典 547.041
咱厝 徵人啟事 / 沈玉蓮等作 ; 陳玫君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1 .-38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7-4-8 (平裝) NT$320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拾福 : 環保三十周年中區慈濟志工
口述歷史 / 林秀鳳等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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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36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7-3-1 (平裝) NT$400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 顧美俐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12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5-9 (平裝)
1.醫療社會工作 2.精神醫學 547.17
醫務社會工作 / 溫信學著 .-- 五版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1-7 (平裝) NT$550
1.醫療社會工作 547.17
社會福利行政 / 林勝義著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1-0 (平裝) NT$480
1.社會福利 2.社會行政 547.6
在愛裡相遇 : 用一塊錢的力量,累積
千萬祝福 / 張秀菊基金會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671-7-7 (平裝)
1.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社會福利 3.
文集 547.933
黃土高坡愛永續 : 甘肅抗旱遷村與
慈濟慈善援助 / 何縕琪, 李靜, 許木柱
主編 .-- 花蓮市 :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98-3-2 ( 平 裝 )
NT$30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社會
福利 3.甘肅省 548.126
我在動物孤兒院,看見愛 : 犀牛、樹
懶、棕熊、亞洲象、台灣黑熊、石
虎,愛的庇護所紀實 / 白心儀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化,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思 ; 4) .-- ISBN
978-986-97921-9-6 (平裝) NT$300
1.野生動物保育 548.38
外國消費者保護法. 第二十六輯 / 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 10911 .-- 260 面; 21 公分 .- (消費者法規翻譯叢書 ; 26) .-- ISBN
978-986-5457-28-0 (平裝) NT$290
1.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親密的性犯罪者 : 來自觀護人的深
切呼籲,聚焦我們與性犯罪的距離 /
安丙憲著 ; 邱麟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7-0 (平裝)

1.性侵害 2.性犯罪 3.犯罪防制
548.544
從不及格到亞洲第一 : 我國 2019 年
APG 第三輪相互評鑑紀實 / 行政院
洗錢防制辦公室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洗錢防制辦公室, 1091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1-0 (平
裝) NT$500
1.洗錢 2.犯罪防制 3.中華民國
548.545
犯罪矯治隨筆 / 林瑞欽著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10912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73-03 (平裝)
1.犯罪防制 2.犯罪矯正 3.文集
548.5607
往日情懷 / 王錦賜著 .-- 臺中市 : 臺
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118-41 (平裝)
1.更生保護 2.文集 548.7807
自殺危機處遇 : 合作取向 / 大衛.賈伯
斯著 ; 賴佑華, 林恬安, 謝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30-4 (平
裝) NT$400
1.自殺 2.危機管理 548.85
新.日本年金制度 / 申育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10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8-62 (平裝) NT$400
1.年金保險 2.年金 3.日本 548.931

經濟
經濟學哪有這麼難 : 日常生活的經
濟法則,教你做個聰明的消費者,再學
會怎麼投資理財 / 黃曉林, 趙偉作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8-8 (平裝)
1.經濟學 550
錢尼的消費觀察日記 / 黃春興著 ; 辜
品瑄(Sonia Ku)繪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51-859-0 ( 平 裝 )
NT$300
1.經濟學 2.通俗作品 550
賽局之眼 : 思辨與判斷力的再進化!
日本權威經濟學教授教你突破思考
盲點,用賽局理論識讀人性、贏得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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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 松井彰彦著 ; 卓惠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6-3 (平裝) NT$360
1.經濟學 2.博奕論 550
國際綠色市場之鑰 : 產品綠色驗證
申請技術手冊 / 林馨如, 林子綺作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綠色貿易辦
公室, 10911 .-- 11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4-3 (平裝)
1.綠色經濟 2.綠色企業 3.產品檢驗
550.16367
實踐循環經濟理念 邁向永續發展目
標 : 理論與實務 / 簡又新主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中 鼎 教 育 基 金 會 ,
109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81-2-7 (平裝) NT$450
1.綠色經濟 2.永續發展 3.產業發展
4.文集 550.16367
<<資本論>>原理研究 / 丁任重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47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1-6 (平裝) NT$750
1.資本論 2.研究考訂 550.1863
財富大思考 : 四大課題九堂課 / 葉仁
昌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10911 .-- 416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
書) .-- ISBN 978-986-360-164-7 (平裝)
NT$450
1.財富 2.經濟學 551.2
穿越經濟迷霧 : 探求全球視野下的
經濟新形勢 = Through the economic
fog / 時子欽著 .-- 臺北市 : 杯杯文創
伙伴, 10910 .-- 2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344-2-1 (平裝) NT$550
1.國際經濟 2.文集 552.107
廈門市社科聯年會"外向型經濟高品
質發展與小康社會建設"研討會.
2020 / 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廈
門市社會科學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 10910 .-- 16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378-270-4 (平裝)
1.國際經濟 2.產業發展 3.文集
552.107
一次看懂 APEC 十大議題 / 鍾錦墀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臺北亞太
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
臺灣經濟研究院, 1091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157-1-4 (平裝)

1.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區域
研究 3.區域經濟 4.亞太地區
552.16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理律法律
叢書) .-- ISBN 978-957-14-6990-4 (平
裝)
1.智慧財產權 2.個案研究 553.4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4-03-2 (平
裝) NT$28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556.84

中國各區域的技術進步速度與方向
比較研究 / 蔡曉陳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0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4-7 ( 平 裝 )
NT$420
1.區域經濟 2.經濟發展 3.比較研究
4.中國 552.2

智慧財產權法研究的多元視野 / 陳
匡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46-6 ( 平 裝 )
NT$480
1.智慧財產權 2.論述分析 553.4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 : 民法僱傭契約
與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 基礎篇 / 丁
嘉惠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5-0 (平裝) NT$78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3.勞動契
約 556.84

結構性變遷背景下中國潛在經濟增
長趨勢研究 / 齊子豪, 李標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1 .-- 19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7-8 (平
裝) NT$390
1.經濟發展 2.中國大陸研究 552.2
新中國經濟週期的演變 : 機制、因
素和趨勢研究 / 徐志向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3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7-9 (平裝) NT$600
1.經濟發展 2.景氣循環 3.中國
552.2
當前兩岸經濟發展之契機與挑戰 /
劉孟俊, 黃群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10910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95-49-8 (平裝) NT$500
1.經濟發展 2.兩岸經貿 3.文集
552.207
台灣經濟再奮發之路 : 擷取過去 70
年發展經驗 / 葉萬安著 .-- 第三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15) .- ISBN 978-986-5535-93-3 ( 平 裝 )
NT$500
1.臺灣經濟 2.經濟政策 3.經濟自由
化 552.33
用地圖看懂歐洲經濟 / 張昱謙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1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53-6 (平裝)
NT$450
1.經濟發展 2.歐洲 552.4
理律智財案例報導選輯 / 理律法律
事務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專業科目
+國文) / 陳椿鶯編著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1-8 (平
裝)
1.地政士 2.考試指南 554.3
鳳山地政檔案彙編 : 左營舊城驛及
鐵道篇 / 謝明勳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市文化局, 10910 .-- 636 面; 23
公分 .-- (高雄史料集成 ; 第 7 種) .-ISBN 978-986-5416-82-9 (精裝)
1.土地行政 2.歷史檔案 3.高雄市左
營區 554.333/131
小資買房自富法 : Dr.Selena 教你投資
買房, 鍊出人生第一桶金 / 楊倩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玩藝 ;
99) .-- ISBN 978-957-13-8425-2 (平裝)
NT$380
1.不動產業 2.投資 3.個人理財
554.89
健康地產新趨勢. 2021 / 彭培業作 .-臺北市 : 商周編輯顧問, 10910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877-444 (平裝) NT$250
1.不動產業 554.89
工業 4.0 理論與實務 / 臺北科技大學
編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4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509-9 (平裝)
1.工業革命 2.產業發展 555.29
離.返.留.守 : 追尋 1960-70 年代沖繩
的臺灣女工 / 邱琡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聲 ; 25) .-- ISBN 978986-99492-2-4 (平裝) NT$380
1.女性勞動者 2.移工 3.勞動史 4.臺
灣 5.日本沖繩縣 556.54
用 40 張圖解密勞動事件法 : 薪資、
加班費、失業給付......等勞工不能不
懂的自救手冊 / 優渥客著 .-- 新北市 :
46

智慧運輸科技產業創新政策研究計
畫 / 張容彰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0 .-- 21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192-6 ( 平 裝 )
NT$213
1.運輸系統 2.運輸管理 557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09 年 = Proceeedings of the Traffic
Safety and Law Enforcement Conference
in 2020 / 109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桃
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
10910 .-- 4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80-4-8 (平裝)
1.交通安全 2.交通事故 3.文集
557.1607
牛津藏明末閩商航海圖研究 / 周運
中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蘭 臺 ,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歷史地理
叢 書 第 一 輯 ; 2) .-- ISBN 978-98699507-1-8 (平裝) NT$880
1.航運史 2.古地圖 3.明清史 557.46
八卦山郵刊. 第 65 期 : 八卦山郵學會
「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郵展特刊」 /
[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
輯委員會編輯 .-- 彰化市 : 彰縣八卦
山郵學會, 1091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636-8-2 ( 精 裝 )
NT$500
1.集郵 2.文集 557.64907
郵林彙刊 : 台中市郵學會年刊.
2020 .-- 臺中市 : 中市郵學會, 1091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970-4-5 (精裝) NT$800
1.集郵 2.文集 557.64907
全球價值鏈、服務外包與貿易利益 /
廖戰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
錢線文化, 10911 .-- 1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1-7
(平裝) NT$350

1.國際貿易

558.5

財政；金融；投資

272 面; 23 公分 .-- (Biz ; 348) .-- ISBN
978-986-5548-26-1 (平裝) NT$360
1.財富 2.理財 3.投資 563

圖解貨幣銀行學 / 伍忠賢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344-1 ( 平 裝 )
NT$350
1.貨幣銀行學 561

財商 : 要富口袋,先富腦袋 學會聰明
理財,低薪族也能財務自由 / 粱夢萍,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10 .-- 18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0-0 (平裝)
NT$250
1.個人理財 563

洗錢防制必修第一堂課 : 反洗錢、
反資恐、反武擴之立法、國際規範
與評鑑 / 蔡佩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47-3 (平
裝) NT$400
1.洗錢防制法 561.2

會計之神教我的金錢法則 / 天野敦
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9-9 ( 平 裝 )
NT$360
1.理財 2.投資 563

技術創新金融論 : 基於金融功能及
風險匹配的研究 / 潘功君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1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2-4 (平裝) NT$350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561.7

項目投資評估與管理 / 方磊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911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6-2 ( 平 裝 )
NT$580
1.投資學 2.投資分析 3.投資管理
563.5

資本帳戶開放的條件、時機及效應
研究 / 陳若愚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15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80-9 (平裝) NT$320
1.金融市場 2.金融自由化 3.經濟發
展 561.7
新時代背景下供應鏈金融服務實體
經濟發展研究 / 吳宗書等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1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8-6 (平裝) NT$400
1.金融業 2.金融自動化 3.供應鏈管
理 4.經濟發展 561.7
ETF 智能投資與機器人理財實務與
應用 / 元大投信團隊策畫 .-- 初版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投資理財 ; 47) .-- ISBN
978-986-98756-4-6 (平裝) NT$330
1.理財 2.投資 563
用錢賺錢 / 陳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10 .-- 3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61-9 (平裝)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有錢人的邏輯 : 如何創造財富,如何
保 有 財 富 / 雷 納 . 齊 特 爾 曼 (Rainer
Zitelmann)著 ; 廖桓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開啟投資心智 : 邁向財務自由的十
二則練習,風靡全美的人生增值術 /
丹尼爾.湯恩(Danielle Town), 菲爾.湯
恩(Phil Town)著 ;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416 面; 21 公
分 .-- (創新觀點 ; 34) .-- ISBN 978-95708-5637-8 (平裝)
1.投資 2.投資分析 3.個人理財
563.5
心南向新成長. 系列四 : 建構疫後新
南向韌性供應鏈 = New southbound
policy for new growth / 經濟部工業局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
局, 10911 .-- 2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2-8 (平裝) NT$380
1.國外投資 2.企業經營 563.528
2021 世紀大轉折 / 林隆炫, 蔡茂林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飛凡文化,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投資菁英
系列 ; 1) .-- ISBN 978-986-99648-0-7
(平裝) NT$100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4.健康法 563.53
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 /
李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10 .-- 50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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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企管 ; BCB711) .-- ISBN 978986-5535-91-9 (平裝) NT$600
1.投資分析 2.經濟發展 3.文明史
563.53
我用 3 圖表,抓出 5 年賺 100%上漲股 :
結婚生子後,我邊上班邊養股,依然賺
進 500 萬 / 陳啟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0-2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投資心理戰 : 行為金融專家教你看
透群眾心理偏誤,掌握獲利勝機 / 詹
姆斯.蒙蒂爾(James Montier)作 ; 李祐
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
系列 ; 47) .-- ISBN 978-957-9054-75-1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股市熟手訓練手冊 / 股市教練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1 .-336 面; 23 公分 .-- (財智庫 ; 21) .-ISBN 978-986-5559-24-3 ( 平 裝 )
NT$4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挑出穩賺股的 100%獲利公式 : 專買
「一年會漲三倍」的爆賺小型股,3
萬本金在 10 年滾出 3000 萬! / 遠藤
洋著 ; 張婷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6-22-0 (平裝)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養一檔會掙錢的股票 / 鄭廳宜作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45) .-ISBN 978-957-9054-74-4 ( 平 裝 )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在用的獲利
公式 : 3 階段分配法,讓投資風險更低,
報酬更高,提早過上財務自由的人生
/ 伊恩.艾爾斯(Ian Ayres), 貝利.奈勒
波夫(Barry Nalebuff)著 ; 陳麗芳譯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發行, 10911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36-1-9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40) .-- ISBN
978-986-99448-8-5 (平裝) NT$370
1.審計 2.國民政府 3.民國史
564.992

警官一哥教你用 : 100 張圖看懂主力
籌碼抓住飆股 / 葉韋辰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Money ; 38) .-- ISBN 978-986-556401-8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抗戰勝利前後國民政府的審計工作.
1944 = The audit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44 / 民國歷史文化學
社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1 .-- 235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38) .-- ISBN
978-986-99448-6-1 (平裝) NT$370
1.審計 2.國民政府 3.民國史
564.992

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期養老金缺口
的測算與應對研究 / 張運剛, 冉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11 .-- 3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69-4 (平裝)
NT$650
1.年金保險 2.中國 563.748
彈性退休制度下社會養老保險精算
問題研究 / 孫榮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1 .-- 2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0-8 ( 平 裝 )
NT$420
1.年金保險 2.精算 3.中國 563.748
國庫八十展風華 : 財政部國庫署 80
周年紀念專刊 / 財政部國庫署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政部國庫署,
10910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45-14-0 (平裝)
1.財政部國庫署 564.133
政府採購法解讀 : 逐條釋義 / 黃鈺華,
蔡佩芳合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1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6-7 (平裝) NT$75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抗戰勝利前後國民政府的審計工作.
1945 = The audit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 1945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1 .-- 190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39) .-- ISBN
978-986-99448-7-8 (平裝) NT$370
1.審計 2.國民政府 3.民國史
564.992
抗戰勝利前後國民政府的審計工作.
1946 = The audit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46 / 民國歷史文化學
社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1 .-- 190

政治
行動創造轉型 : 中國民主化的思考
筆記 / 王軍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55-0-7 (平
裝) NT$300
1.中國政治思想 2.民主政治 3.現代
史 570.928
新獨立宣言與五民主義 / 歐崇敬著 .- 新北市 : 歐崇敬出版 : 華人智庫文
化創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196 面; 21 公分 .-- (國家未來
發 展 系 列 ; 3) .-- ISBN 978-957-438239-2 (平裝) NT$360
1.政治思想 2.美國政府 570.952
希望的教育 和平的行進 : 與金恩博
士的夢想同在 / 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 池田大作著 ; 陳鵬仁譯 .-一版 .-- 臺北市 : 創價文教基金會,
10910 .-- 368 面; 21 公分 .-- (對談集 ;
35) .-- ISBN 978-957-9566-60-5 (精裝)
NT$300
1.金恩(King, Martin Luther, Jr., 19291968) 2.民權運動 3.歷史 4.美國
571.9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詹
中原等著 ; 詹中原, 林文燦, 呂育誠主
編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339-7 ( 平 裝 )
NT$600
1.人事制度 2.人力資源管理 572.4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 陳俊
文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6-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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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行政 2.行政管理

572.9

革新與組織改造 / 劉昊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1-2 (平
裝) NT$420
1.行政管理 2.行政改革 3.政府再造
572.9
在威權的天空下. 台中篇 / 陳彥斌等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市新文化
協會,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7-1-9 (平裝) NT$350
1.臺灣政治 2.臺灣民主運動 3.人物
志 4.訪談 573.07
兩岸關係新時代的挑戰與機遇 / 黃
清賢, 陳明德, 何慧俐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0911 .-- 1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9-9 (平
裝) NT$500
1.兩岸關係 2.兩岸政策 3.兩岸交流
4.文集 573.09
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
集 / 吳淑鳳等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10910 .-- 5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55-5 (精裝)
NT$500
1.選舉 2.歷史 3.文集 4.臺灣
573.309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 林志
忠編著 .-- 第三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9-4 (平裝)
1.考銓制度 573.4
常用銓敘法規彙編 / 銓敘部編 .-- 第
十八版 .-- 臺北市 : 銓敍部, 10912 .-2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54-56-2 (平裝)
1.銓敘法規 2.中華民國 573.46023
共軍人事專輯. 2020 年 / [中共研究雜
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 一版 .-- 新
北市 : 中共研究雜誌, 109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920-8-2 (平
裝) NT$420
1.中國大陸研究 574.1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 陳陸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07 (平裝) NT$420
1.臺灣政治 2.民意 3.兩岸關係
574.33
家鄉裡的異鄉人 : 美國右派的憤怒
與哀愁 / 亞莉.霍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作 ; 許雅淑, 李宗義譯 .-一版 .-- 新北市 : 群學, 10911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7-25 (平裝) NT$550
1.政治 2.保守主義 3.美國 574.52
* 金 門 縣 施 政 指 標 ( 資 料 期間 : 民 國
102 年-108 年) /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
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府, 10910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6-1 (平裝) NT$150
1.公共行政 2.政府統計 3.福建省金
門縣 575.231/205
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韓國瑜罷免實錄 /
中央選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選會, 10911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3-4 ( 平 裝 )
NT$150
1.地方選舉 2.罷免權 3.高雄市
575.33/131.3
實用警察法典 / 洪文玲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8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895 (平裝) NT$950
1.警政法規 575.81
警察機關執行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實
證研究 / 陳斐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0-3 (平裝) NT$380
1.警政法規 575.81
警政工作年報. 108 年 / 內政部警政
署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警政署,
10911 .-- 4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0-18-2 (精裝) NT$350
1.警政 2.中華民國 575.8933
外交学 / 林宗达着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0912 .-570 面; 26 公分 .-- (國際關係研究叢
書) .-- 正體題名:外交學 .-- ISBN 978986-99708-1-5 (平裝) NT$680
1.外交學 2.國際關係 578.01
外交學 / 林宗達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0912 .-570 面; 26 公分 .-- (國際關係研究叢
書) .-- ISBN 978-986-99708-0-8 (平裝)
NT$720
1.外交學 578.01
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
的興起 =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 order / John Dunn 等作 ; 朱雲漢,

鄭永年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
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10 .-- 536
面; 21 公分 .-- (人文社會叢書 ; 11) .-ISBN 978-986-350-424-5 ( 平 裝 )
NT$70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3.國家發展
4.文集 578.07
圖解聚焦東協 / 瑞穗(MIZUHO)綜合
研究所著 ; 楊毓瑩譯 .-- 修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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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130-5 (平裝) NT$600
1.東協區域論壇 2.政治經濟分析 3.
文集 578.19307
美國的決斷 : 台灣人應該知道的美
國外交思維與決策 / 張國城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1) .-- ISBN 978-9865524-30-2 (平裝) NT$450
1.美國外交政策 2.國際關係 578.52
革命萬歲 : 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 / 艾
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 周
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0912 .-- 500 面; 21 公分 .-- (左岸歷
史 ; 317) .-- ISBN 978-986-99444-8-9
(平裝) NT$550
1.區域研究 2.拉丁美洲 578.54

法學緒論 / 蔡佩芬著 .-- 十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511-437-4 ( 平 裝 )
NT$520
1.法學 580
法理學 / 陳清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8-1 (平裝) NT$800
1.法理學 580.1
看電影學法律,練出好英文 / 盧世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0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3-6 (平裝) NT$350
1.法律 2.影評 580.16
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 / 田
蒙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 340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
庫 ; 239) .-- ISBN 978-986-522-094-5
(平裝) NT$450
1.法學教育 2.判決 3.文集 580.3
法的理性 : 吳庚教授紀念論文集 / 陳
淳文主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法
律學研究所, 10912 .-- 冊 .-- (中央研
究 院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法 學 叢 書 ) .-ISBN 978-986-5432-60-7 (上冊:精裝)
NT$600 .-- ISBN 978-986-5432-61-4 (下
冊:精裝) NT$600
1.法學 2.文集 580.7

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宣導手冊 /
李健維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10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111-9 (平裝)
1.國際人權公約 2.兒童保護 579.27

法治國家的原理與實踐 : 陳新民教
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 / 陳新民教授
六秩晉五壽辰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32-918 (上冊:精裝) NT$750 .-- ISBN 978986-5532-93-2 (下冊:精裝) NT$750
1.法學 2.文集 580.7

兒權小閱兵 : 四大守護兒童人權繪
本書目 / 林曉蘋等撰文 ; 盧彥芬總編
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財團法人兒童
文化藝術基金會, 1091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746-3-8 (平裝)
NT$300
1.人權 2.兒童 3.繪本 579.27

中國法史導論 =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egal history of China / 黃源盛著 .-- 修
訂四版 .-- [臺北市] : 犁齋社公司,
10910 .-- 513 面; 23 公分 .-- (犁齋法史
講義 ; 1) .-- ISBN 978-986-92200-9-5
(平裝) NT$700
1.中國法制史 580.92

新編國際商法 / 彭景, 卓武揚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財 經 錢 線 文 化 ,
10911 .-- 2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9-3 ( 平 裝 )
NT$480
1.國際商法 579.94

古籍新刊江蘇法政學堂講義 / 林登
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7988-3-9 ( 全 套 : 精 裝 )
NT$36000
1.中國法制史 2.清代 580.927

法律

法經濟分析 : 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 /
張永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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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有限公司, 11001 .-- 536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44-2 (平裝)
NT$600
1.物權法 2.方法論 3.文集 584.207
不動產利用關係上的優先購買權 /
黃健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40-4 (平裝) NT$400
1.不動產所有權 584.212
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彙編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主編 .-- 修正第十五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912 .-- 2268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457-35-8 (精裝)
1.契約 2.消費者保護法規 584.31
刑事程序法入門 / 三井誠, 酒巻匡著 ;
陳運財, 許家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11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39-8 (平裝) NT$550
1.刑法 2.刑事法 585
被搶劫的人生 : 蘇炳坤從冤枉到無
罪的三十年長路 / 陳昭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
聲 ; 23) .-- ISBN 978-986-99492-3-1 (平
裝) NT$320
1.刑事案件 2.刑事審判 3.個案研究
585.8
民事訴訟法 / 姜世明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650 面; 23 公
分 .-- (伊薩法學系列 ; 20-21) .-- ISBN
978-986-5532-90-1 ( 下 冊 : 平 裝 )
NT$7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 / 魏大喨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00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法
學 叢 書 ) .-- ISBN 978-957-14-7002-3
(平裝)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 財團法人民事
訴訟法研究基金會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428 (第 25 冊:平裝) NT$500
1.民事訴訟法 2.文集 586.107
公司法基礎理論. 股東會篇 / 黃清溪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2-1 (平裝) NT$300
1.公司法 587.2531

公司法基礎理論. 董事篇 / 黃清溪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1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18-2 (平裝) NT$280
1.公司法 587.2532
圖解速成票據法 / 周卡蘿編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0-1 (平裝)
1.票據法規 587.4
行政法 :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題攻
略 / 林志忠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39-5 (平
裝)
1.行政法 588
國 際 法 中 的 原 住 民 族 / 安 納 亞 (S.
James Anaya)作 ; 蔡志偉(Awi Mona)
譯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
員會, 10910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5-25-7 (平裝) NT$300
1.原住民族行政法規 2.民族自決 3.
國際法 588.29

軍事
軍事新聞論壇. 第八集 / 胡光夏等作 ;
邊明道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
大學政戰學院, 10911 .-- 207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46-52-9 (平裝)
NT$300
1.軍事 2.軍事新聞 3.媒體 4.文集
590.7
抗戰勝利後軍事委員會聯合業務會
議會報紀錄 = Joint meeting minutes of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1945-1946
/ 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0 .-256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41) .-ISBN 978-986-99448-5-4 ( 平 裝 )
NT$330
1.軍事行政 2.國民政府 591.218
巾幗入戎事 : 晉唐之間的戰爭與性
別
= Gender and women's war
participation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 施
厚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史學叢書
系列 ; 98) .-- ISBN 978-986-99430-1-7
(平裝) NT$340
1.戰史 2.女性 3.中國 5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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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 85 週年
紀念專刊 / 賀立漢, 高瑋廷, 陳冠霖編
輯 .-- 桃園市 : 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
練中心, 10912 .-- 16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6-54-3 (精裝)
1.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
596.7
精忠衛士對特種勤務的奉獻 / 精忠
衛隊編纂小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勁旺整合行銷出版 : 精忠衛隊編纂
小組發行, 109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383-2-4 ( 平 裝 )
NT$450
1.軍隊 2.中華民國 596.8
美 利 堅 鋼 鐵 雄 鷹 = United States
airpower / 黃竣民, 李和霖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黃竣民, 10911 .-- 20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5-4 (平裝) NT$880
1.軍機 2.美國 598.6
海洋與國防專題講座論文集. 109 年 /
郁瑞麟等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
大學, 10912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51-2 (平裝) NT$580
1.國防 2.海洋戰略 3.文集 599.07
芬蘭國家安全與徵兵制度 / 楊志和
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8-4 (平裝) NT$350
1.國家安全 2.兵制 3.芬蘭
599.79476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獨立與自由 : 陳寅恪論學 / 王震邦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352 面; 21 公分 .-- (聯經學術) .-- ISBN
978-957-08-5641-5 (精裝) NT$480
1.陳寅恪 2.學術思想 3.史學 601.99

中國史
新注新譯史記列傳 / 司馬遷原著 ; 吳
紹志注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12 .-- 6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89-0 (精裝)
1.史記 2.注釋 610.11

精選史記故事 / 司馬遷原著 ; 吳紹志
編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97-5 (精裝)
1.史記 2.歷史故事 610.11

大宋之變 : 1063-1086 / 趙冬梅著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43-3 (平
裝) NT$480
1.北宋史 625.1

中國斷代史

宋史 / (元)脫脫撰 .-- 重製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2-36-1 ( 全 套 : 平 裝 )
NT$18500
1.宋史 625.1

新注新譯東萊博議 / 呂祖謙原著 ; 吳
紹志校譯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96-8 (精
裝)
1.東萊博議 2.注釋 3.春秋史
621.737
南史 / (唐)李延壽撰 .-- 重製一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ISBN 978-986-5512-31-6 (全套:平裝)
NT$2700
1.南史 623.501
北史 / (唐)李延壽撰 .-- 重製一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ISBN 978-986-5512-32-3 (全套:平裝)
NT$4500
1.北史 623.601
隋書 / (唐)魏徵撰 .-- 重製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2-30-9 ( 全 套 : 平 裝 )
NT$3000
1.隋史 623.701
新唐書 / (宋)歐陽修, 宋祁撰 .-- 重製
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冊 .-- ISBN 978-986-5512-34-7 (全套:
平裝) NT$8000
1.唐史 624.101
舊唐書 / (晉)劉昫撰 .-- 重製一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ISBN 978-986-5512-33-0 (全套:平裝)
NT$8000
1.唐史 624.101
舊五代史 / (宋)薛居正撰 .-- 重製一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冊 .-- ISBN 978-986-5512-35-4 (全套:
平裝) NT$3000
1.五代史 624.201
歷史的瞬間 : 從宋遼金人物談到三
寸金蓮 / 陶晉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文
化 叢 刊 ) .-- ISBN 978-957-08-5642-2
(平裝) NT$270
1.宋遼金元史 2.中國 625.04

金史 / (元)脫脫撰 .-- 重製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2-37-8 ( 全 套 : 平 裝 )
NT$3800
1.金史 625.601
元史 / (明)宋濂撰 .-- 重製一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12-38-5 ( 全 套 : 平 裝 )
NT$6500
1.元史 625.701
明史 / (清)張廷玉撰 .-- 重製一版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0911 .-- 冊 .-ISBN 978-986-5512-39-2 (全套:平裝)
NT$10800
1.明史 626.01
賴永祥文集. 第六冊, 歷史篇. Ⅱ / 賴
永祥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 臺北市 : 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
10910 .-- 420 面; 23 公分 .-- (研究專
刊 ; 6) .-- ISBN 978-986-532-172-7 (精
裝) NT$420
1.南明史 2.明鄭時期 626.96
中國西征 : 大清帝國如何擊敗歷史
上最後的遊牧帝國,掌控新疆、蒙古
與西藏? /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 ;
葉品岑, 蔡偉傑, 林文凱譯 .-- 初版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672 面; 23 公
分 .-- (Beyond ; 14)(世界的啟迪) .-ISBN 978-986-99381-5-0 ( 平 裝 )
NT$750
1.清史 627
古籍新刊稿本總理衙門檔案 / 林登
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7988-4-6 ( 全 套 : 精 裝 )
NT$51000
1.晚清史 627.6
51

數位人文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 / 國
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圖書館,
10910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47-9-8 (平裝) NT$500
1.近代史 2.文獻數位化 3.數位科技
4.文集 627.6029
蘇報 / 上海蘇報館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學生, 10910 .-- 547 面; 21
公分 .-- (中國史學叢書) .-- ISBN 978957-15-1841-1 (精裝) NT$1000
1.中國報業 2.晚清史 628.11

中國文化史
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 / 官德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1 .-434 面; 23 公分 .-- (大學叢書. 新亞文
商學術叢刊 ; 1707003) .-- ISBN 978986-478-407-3 (平裝) NT$58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中國 630
鐵路現代性 : 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
驗與文化想像 / 李思逸著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291) .-- ISBN
978-957-13-8421-4 (平裝) NT$500
1.文化史 2.鐵路 3.中國 630
假如你生活在唐朝 / 龔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2 .-- 296
面; 21 公分 .-- (Power 系列 ; 61) .-ISBN 978-986-453-133-2 ( 平 裝 )
NT$33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唐代 634

中國地方志
戰地 36 : 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 / 陳
永富撰述 .-- 金門縣金城鎮 : 行政院
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10911 .-- 303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5-4 (精
裝) NT$300
1.戒嚴 2.民主運動 3.歷史 4.福建省
金門縣 673.19/205.4

中國遊記
徐霞客遊記 / 徐弘祖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0911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3-0-6 (平裝)
NT$420
1.遊記 2.中國 690

世界史地
移動的世界史 : 從智人走出非洲到
難民湧入歐洲,看人類的遷徙如何改
變世界! / 玉木俊明著 ; 林巍翰譯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640-8 (平裝)
1.世界史 2.移民史 711
奪橋遺恨 : 市場花園作戰的雄心與
悲劇 / 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
著 ; 黃文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0911 .-- 5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82-7-6 (平裝) NT$65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712.84
文化行政類(世界文化史(含概要))歷
屆試題精闢新解 / 陳書翊編著 .-- 第
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0-0 (平裝)
1.文化史 2.世界史 713
Go go! kakao friends maps / Jeong, eun
joo 著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不求人文化, 10911 .-- 88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99074-6-0 ( 精 裝 )
NT$499
1.旅遊 2.世界地理 719
Justin 的 走 跳 人 生 = Justin's globetrotting life / 余昀燁著 .-- 一版 .-- 基隆
市 : 余瑞萍, 10911 .-- 500 面; 20X20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219-4 (平裝) NT$45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不曾停歇的腳步 / 陳星雄著 .-- 新竹
市 : 陳星雄, 10910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5-7 (第 1 冊:精
裝) NT$80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世界探險 : 妖怪旅行團 / 金德英繪 ;
林惠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09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5-0 (精裝)
1.旅遊 2.世界地理 3.通俗作品 719
伸展的文學地圖 / 葉周作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0 .-- 305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北美華
文作家系列 ; 3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3-5 (平裝) NT$36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熟女壯遊. 2, 樂遊國際開創第三人生
/ 胡語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
思,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67-82-3 (平裝) NT$36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日本平安貴族 嫉妒與愛寵的祕辛 /
繁田信一監修 ; 黃筱涵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6-4 (平裝)
1.日本史 2.平安時代 731.23
帝國航路 : 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
世界的開化之路 / 木畑洋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40-2 (平裝)
NT$380
1.日本史 2.現代史 3.航運史 4.殖民
政策 731.27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 : 新宿,另一段日
本戰後史 / 稻葉佳子, 青池憲司著 ;
黃耀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非虛構 ;
1) .-- ISBN 978-986-99658-0-4 (平裝)
NT$350
1.日本史 2.現代史 3.華僑史 4.特種
營業 731.279
以猶未盡 : 不斷重新認識自己,誠實
面對自己的渺小 / 波阿斯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格子外面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心跨越 ; 12) .-ISBN 978-986-98851-5-7 ( 平 裝 )
NT$330
1.旅遊文學 2.以色列 735.39
不屈的越南 : 打敗蒙古、中國、法
國、美國!全國團結抗敵的原動力 /
小倉貞男著 ; 林巍翰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31-9 (平裝) NT$480
1.越南史 738.31

臺灣史地
賴永祥文集. 第五冊, 歷史篇. I / 賴永
祥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 臺北市 : 臺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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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長老 教會總 會教 會歷史 委員會 ,
10910 .-- 406 面; 23 公分 .-- (研究專
刊 ; 6) .-- ISBN 978-986-532-171-0 (精
裝) NT$420
1.臺灣史 2.教牧學 733.2
臺灣今古史蹟寫真照片 / 闞正宗導
讀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911 .-- 33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89-1 ( 精 裝 )
NT$2500
1.臺灣史 2.史料 3.古文書 733.21
大港口事件. 1877-1878 = O lalood i
Cepo' / 李宜憲, 莊雅仲作 .-- 再版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184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重大歷
史事件系列叢書 ; 2) .-- ISBN 978-9865435-28-8 (精裝) NT$250
1.臺灣史 2.清領時期 733.27
加 禮 宛 事 件 . 1878 = keliawan ay
penasawan = u palcawaw i Takubuwan /
康培德, 陳俊男, 李宜憲原著 ; 林宜儒
改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
員會,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原
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3) .- ISBN 978-986-5435-29-5 ( 精 裝 )
NT$250
1.臺灣原住民族 2.清領時期 3.臺灣
史 4.文集 733.2707
牡 丹 社 事 件 . 1871-1874 = na masan
pacugan i Sinvaudjan / 林修澈作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10912 .-- 144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
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1) .-- ISBN
978-986-5435-27-1 (精裝) NT$250
1.牡丹社事件 733.2768
海上只剩下船 : 1884 清法戰爭滬尾
之役 = The only ones left at sea : the
Battle of Tamsui / 龔雅雯總編輯 .-- 新
北市 :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091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7-2 (精裝) NT$550
1.中法戰爭 2.清代 3.臺灣史
733.2778
七腳川事件. 1908-1914 = O nikalalais
a demak no Cikasuan / 林素珍作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
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8) .-- ISBN
978-986-5435-34-9 (精裝) NT$250
1.臺灣原住民族 2.日據時期 3.臺灣
史 733.28

少男少女見學中 : 日本時代修學旅
行開箱 / 蔡淑君撰文 .-- 初版 .-- 臺南
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70-3 (平裝) NT$380
1.日據時期 2.臺灣史 3.學校 4.旅遊
733.28
南庄事件 : 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
>>的理解. 1902 = ray pinSa'o : olan ka
bowaw. 1902 / 林修澈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
件 系 列 叢 書 ; 4) .-- ISBN 978-9865435-30-1 (精裝) NT$250
1.臺灣原住民族 2.日據時期 3.臺灣
史 733.28
太魯閣事件. 1914 = Tnegjyalan Truku /
鴻義章(Upay Radiw Kanasaw)作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
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9) .-- ISBN
978-986-5435-35-6 (精裝) NT$250
1.臺灣原住民族 2.臺灣史 3.日據時
期 4.文集 733.2807
大分事件 : 布農族郡社群抗日事件.
1914-1933 = Bunun mas minbas Lipun /
傅琪貽(藤井志津枝)作 .-- 再版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系列叢書 ; 10) .-- ISBN 978-986-543536-3 (精裝) NT$2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大豹社事件. 1900-1907 : Watan Syat
抗日事件 =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Mbngciq / 傅琪貽(藤井志津枝)作 .-再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
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5) .-- ISBN
978-986-5435-31-8 (精裝) NT$2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大 嵙 崁 事 件 . 1900-1910 =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Msbtunux / 傅琪
貽(藤井志津枝)作 .-- 再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
叢書 ; 6) .-- ISBN 978-986-5435-32-5
(精裝) NT$2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李 崠 山 事 件 . 1910-1913 =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tapung / 官大偉

作 .-- 再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912 .-- 152 面; 23 公分 .-- (原住
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 7) .-ISBN 978-986-5435-33-2 ( 精 裝 )
NT$2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3

史料集成. 涉外關係資料彙編 ; 5-6) .- ISBN 978-986-532-160-4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32-161-1 (第 2 冊:
精裝)
1.美麗島事件 2.臺灣民主運動 3.廣
播電臺 4.史料 5.文集 733.294507

賴永祥文集. 第七冊, 歷史篇. Ⅲ / 賴
永祥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 臺北市 : 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
10910 .-- 402 面; 23 公分 .-- (研究專
刊 ; 6) .-- ISBN 978-986-532-173-4 (精
裝) NT$420
1.臺灣史 2.外交史 3.國際關係
733.2925

越洋民主呼聲 :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
音手稿解讀. 別冊 / 黃介山原著 ; 何
義麟, 陳世宏, 楊允言主編 .-- 初版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910 .-- 263 面;
23 公分 .-- (臺灣史料集成. 涉外關係
資料彙編 ; 7) .-- ISBN 978-986-532162-8 (精裝)
1.美麗島事件 2.臺灣民主運動 3.廣
播電臺 4.史料 5.文集 733.29450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鹿窟事件史料
彙編 / 薛月順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54-593 (全套:精裝) NT$130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鹿窟事件史料
彙編. 三, 瑞芳基地案 / 何鳳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7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0-9 (精裝)
NT$75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鹿窟事件史料
彙編. 五, 海山基地案 / 林本原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55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2-3 (精裝)
NT$55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鹿窟事件史料
彙編. 四, 玉桂嶺基地案 / 廖文碩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
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6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1-6 (精
裝) NT$65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越洋民主呼聲 :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
音手稿解讀 / 黃介山原著 ; 何義麟,
陳世宏, 楊允言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史博館, 10910 .-- 冊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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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遇北海岸 = Bikeway / 劉國信, 徐睿
妤編撰 .-- 新北市 : 北海岸觀音山風
景管理處,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4-0 ( 平 裝 )
NT$250
1.臺灣遊記 2.腳踏車旅行 733.6
聞 聞 大 稻 埕 : 味 的 散 步 地 = The
sublime of Dadaocheg : roaming with
your sensory / 鄭憬翰內文撰寫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0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932-1 (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化觀光 3.臺北市大
同區 733.9/101.9/105.4
本地 The place : 新北 / 李取中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出
版 ; 臺北市 : 編集者新聞社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1 .-- 15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9-6 ( 平 裝 )
NT$30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新北市
733.9/103.4
話說泰山巖 : 頂廟篇 / 張仁甫, 吳望
如撰稿編輯 ; 趙玟雯等繪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新
北市泰山巖, 109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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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上 龍 崗 二 部 曲 = Longgang
community / 黃金玉主編 .-- 第一版 .-新北市 : 新北市生態生活促進會,
10910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00-0-6 (平裝)

1.人文地理 2.有機農業 3.社區發展
4.新北市貢寮區 733.9/103.9/137.4
金瓜石 : 金仔山的黃金歲月 / 施政廷,
蕭錦章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
國際, 新北市黃金博物館, 10912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23-6 (精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新北市瑞芳區
733.9/103.9/147.2
港都記事 : 海風銘刻的流光歲月 / 洪
佐育, 湯光慧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2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17-15-4 (平裝)
NT$2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基隆市
733.9/105.2
二 0 二 0 與頭城二十景的歷史對話 /
張文義撰文 .-- 初版 .-- 宜蘭縣頭城
鎮 :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0911 .-- 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1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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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中游
─打開,人水互動的跌宕歲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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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1-91-6 (平裝)
1.人文地理 2.桃園市 3.老街溪
733.9/109.4
流與變 : 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III : 下
游 ─想 像, 親水生 活的 未來 藍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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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1-92-3 (平裝)
1.人文地理 2.桃園市 3.老街溪
733.9/109.4
海脣人 : 桃園客家漁村田野紀實 / 周
錦宏等撰稿 ; 周錦宏主編 .-- 初版 .-桃園市 :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10910 .- 1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53-0-9 (平裝) NT$300
1.客家 2.漁村 3.文化景觀 4.桃園縣
新屋鄉 733.9/109.9/115.4
大肚山下小旅行導覽手冊 / 謝永茂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嶺東科大出
版 : 嶺東科大觀光休閒系發行,

10911 .-- 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81-55-9 (平裝) NT$360
1.旅遊 2.人文地理 3.臺中市
733.9/117.6

故事繪本 ; 3) .-- ISBN 978-986-543053-5 (精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自然保育 3.農場 4.臺
南市官田區 733.9/129.9/129.4

公老坪倡議 : 公老坪里山倡議生活、
生產、生態平衡(共好)實踐案例 =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story of Gong
Lao Pin / 張永樹攝影撰文 .-- 臺中市 :
中市公老坪產業發展協會, 10910 .-216 面; 29 公分 .-- (臺中市豐原區老
坪產業發展協會叢書 ; 4) .-- ISBN
978-986-84911-3-7 (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化產業 3.產業發展
4.臺中市豐原區 733.9/117.9/101.4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20 年 / 高雄市
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新裕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0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8-0-4 (平裝)
1.區域研究 2.文化研究 3.期刊 4.高
雄市 733.9/131.05

歷史長河 : 永遠的大南 大南社區老
照片專輯. 二 / 許性質, 李貞, 廖庭翊
撰稿 .-- 臺中市 : 中市大南社區發展
協會, 10910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04-3-2 (平裝) NT$200
1.歷史 2.照片集 3.臺中市新社區
733.9/117.9/135.2
南投縣繪葉書 / 張良澤編著 .-- 初
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0910 .-- 360 面; 25X26 公分 .-- (南投
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3) .-- ISBN 978986-5422-50-9 (精裝) NT$1000
1.旅遊文學 2.日據時期 3.南投縣
733.9/119.69
埔里枇杷城湧泉 / 潘樵文.攝影 .-- 南
投縣埔里鎮 : 南投縣慈恩社區發展
協會, 10911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56-0-6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4
文史薈刊. 復刊第 11 輯 : 臺南市文史
協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 葉瓊霞總
編 輯 .-- 臺 南 市 : 南 市 文 史 協 會 ,
10910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388-5-8 (平裝) NT$400
1.區域研究 2.臺南市 733.9/127
寫給關子嶺的情書 / 李志軒內文 ; 李
政哲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仙
草國小, 10911 .-- 36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430-50-4 ( 精 裝 )
NT$500
1.人文地理 2.文集 3.臺南市白河區
733.9/129.9/123.4
川文賽陽明 / 許坤鎮文字 ; 徐郁雁等
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渡拔國
小, 10911 .-- 32 面; 21X30 公分 .-- (臺
南市官田區渡拔國民小學校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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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考古思想起 / 劉益昌作 .-- 第一
版 .-- 高雄市 :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10911 .-- 132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0-5 (平裝) NT$300
1.區域研究 2.考古遺址 3.歷史 4.高
雄市 733.9/131.2
高雄捷運小旅行 / Aska 著 .-- 初版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
行,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0-2 (平裝) NT$360
1.旅遊 2.大眾捷運系統 3.高雄市
733.9/131.6
無礙,從高雄出發 : 高雄無障礙旅遊
手札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觀光局, 10910 .-- 7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16-87-4 (平裝)
1.旅遊 2.無障礙設施 3.高雄市
733.9/131.6
慢行高雄 : 15 條文青最愛路線 / 凌性
傑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1-1 (平
裝) NT$340
1.旅遊 2.高雄市 733.9/131.6
逍遙園與大谷光瑞 : 二十世紀初的
東亞與高雄 / 陳啓仁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市文化局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11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4-3 (平裝) NT$400
1.古蹟 2.歷史 3.高雄市新興區
733.9/131.9/113.6
*橫山藝術祭. 2020. II : 早安.趣橫山
RUN 護照 / 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 10910 .-- 1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134-9-5 (平裝)
1.藝文活動 2.手冊 3.高雄市燕巢區
733.9/133.4
萣情蟯港 / 邱中川總編輯 .-- 初版 .-高雄市 : 高雄市茄萣區蟯港人文協

會, 109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89-0-4 (平裝) NT$36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高雄市茄萣區
733.9/133.9/133.2
本地 The Place : 花蓮 / 莊慕華等撰稿 ;
李取中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
蓮縣文化局出版 ; 臺北市 : 編集者新
聞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25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花蓮縣
733.9/137.4
記憶的力量 : 花蓮白燈塔圖文資料
選集 / 張銘傑, 徐清雲, 李祺捷合編 .- 增訂一版 .-- 花蓮市 : 花蓮高中走讀
社, 10911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55-1-8 (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集 3.花蓮縣
733.9/137.4
逐鹿,那一野泛黃的回憶 = Luye story
festival / 羅正傑, 余岱珈, 廖祐笙採訪
撰文 .-- 臺東市 : 東縣文化處,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27-1 (平裝) NT$350
1.口述歷史 2.人文地理 3.臺東縣鹿
野鄉 733.9/139.9/123.2
龍田村百年移民史 / 洪瓊君等採訪
撰寫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市 : 東
縣文化處, 10910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9-28-8 ( 平 裝 )
NT$350
1.生活史 2.移民史 3.訪談 4.臺東縣
鹿野鄉 733.9/139.9/123.2
澎湖耆老說故事 / 賴瑩蓉, 林寶安, 蔡
佩妤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
局,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澎湖
縣文化資產叢書 ; 309) .-- ISBN 978986-5427-38-2 (平裝) NT$200
1.口述歷史 2.訪談 3.澎湖縣
733.9/141.2
我的家在澎湖灣 : 篤行十村的故事 /
謝迺岱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
化局, 10911 .-- 160 面; 26 公分 .-- (澎
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11) .-- ISBN
978-986-5427-36-8 (平裝) NT$180
1.人文地理 2.眷村 3.澎湖縣
733.9/141.4

歐洲史地

羅馬文化史 / 劉增泉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19-9 ( 平 裝 )
NT$400
1.古羅馬 2.文化史 740.225
王后飄歐記 / 賀紅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優品文化, 10910 .-- 368 面; 21 公
分 .-- (Walker ; 1) .-- ISBN 978-98699637-2-5 (平裝) NT$280
1.遊記 2.歐洲 740.9
帝國的東方歲月(1750-1850) : 蒐藏與
征服,英法殖民競賽下的印度與埃及
/ 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著 ; 朱
邦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672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 461) .-- ISBN 978-986-262-444-9
(平裝) NT$800
1.英國史 741.25
你一定想看的法國史 / 楊益, 鄭嘉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11 .-- 288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4) .-- ISBN 978-986-392-331-2 (平裝)
NT$340
1.法國史 742.1
法式幸福學 : 生活品味+感官愉悅+
地方靈魂+思想辯證+工藝時尚,造就
法式幸福和法國美學的祕密 / 多明
妮可.巴侯(Dominique Barreau), 呂克.
米拉(Luc Millar)著 ; 林幼嵐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4-4-4 (平裝) NT$400
1.民族文化 2.社會生活 3.生活美學
4.法國 742.3
來場法式人生! : 完美法式生活的全
方位指南 / 斐德希克.維塞(Frédérique
Veysset), 瓦蕾西.德.聖琵耶(Valérie de
Saint-Pierre)著 ; 謝珮琪譯 .-- 初版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2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459-249-4 (平裝)
NT$550
1.社會生活 2.文化 3.法國 742.3
花都的締造 : 巴黎的關鍵世紀 / 蔡秉
叡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572 面; 23 公分 .-- (釀時代 ;
23)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7-3 (平裝) NT$60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法國巴黎
742.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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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國 : 翱翔歐陸的雙頭鷹
家族,統治中歐四百年的多民族混融
帝國 / 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
著 ; 黃中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2 .-- 600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 MU0040) .-ISBN 978-986-5509-51-4 ( 平 裝 )
NT$720
1.歷史 2.哈布斯堡王朝 3.歐洲
744.1226
西班牙很有事 : 暢銷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有笑又有料的西班牙史 / 阿
圖 洛 . 貝 雷 茲 - 雷 維 特 (Arturo PérezReverte)作 ; 黃新珍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1-6 (平裝) NT$360
1.西班牙史 746.11
西班牙 / 珍.莫里斯(Jan Morris)作 ; 黃
芳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當代
名家旅行文學 ; 108) .-- ISBN 978-9865509-52-1 (平裝) NT$380
1.遊記 2.人文地理 3.西班牙 746.19

非洲史地
怎麼就到了突尼西亞 : 發現 10337 公
里外的奇幻國度 / 徐峰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241 面;
21 公分 .-- (生活.歷史叢書) .-- ISBN
978-957-14-6978-2 (平裝)
1.人文地理 2.突尼西亞 767.485

傳記
千古風流人物 / 卜一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7-0 (平裝) NT$380
1.人物志 2.世界史 781
世界偉人對決超圖鑑 : 10 大主題、
110 位偉人的人生成就精彩大 PK! /
Sherpa 股份有限公司編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9-5 (平裝)
1.世界傳記 781

改變世界的偉人 : 阿基米德、牛頓、
達爾文、愛因斯坦 / 劉思源, 李廉步,
殷麗君文 ; 塔塔羅帝等圖 .-- 初版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7-8 (平
裝) NT$280
1.世界傳記 2.通俗作品 781

話語 : 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 / 申榮福

分 .-- ISBN 978-986-96014-3-6 (平裝)
NT$240
1.張永茂 2.企業經營 3.臺灣傳記
783.3886

(신영복)著 ; 延光錫(영광식)譯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10912 .-- 416 面; 21 公分 .-- (亞洲現代
性與批判思想系列) .-- ISBN 978-9578614-48-2 (平裝) NT$450
1.申榮福 2.傳記 3.學術思想 783.28

回甘人生 : 一位堅強女性扭轉命運
的真實故事 : 黃月梅回憶錄 / 黃月梅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8-1 (平裝)
1.黃月梅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成功女性身影 / 徐珊惠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成
大研發基金會發行, 10911 .-- 2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635-47-3 (平
裝) NT$350
1.國立成功大學 2.臺灣傳記 783.31

伊如陽光 = Amazing grace / 李憶慧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0910 .-- 316 面; 21 公
分 .-- (水月系列 ; 12) .-- ISBN 978-9865726-96-6 (平裝) NT$320
1.陳伊瑩 2.臺灣傳記 783.3886

青田在台鄉賢集 / 台北市青田縣同
鄉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漢雅資訊,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3-0-2 (平裝)
1.人物志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1

罕見的小小鳥 : 一位神經纖維瘤患
者的見證 / 黃上恩著 .-- 新北市 : 黃
上恩,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7-1 (平裝)
1.黃上恩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金門星星的敍事 / 蔡鐵橋編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0-9 (平裝) NT$300
1.傳記 2.軍人 3.福建省金門縣
782.631/205

桃園作家日常 / 謝鴻文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2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09 (平裝) NT$300
1.作家 2.照片集 3.臺灣傳記 783.31

走過那個時代 / 王凌雲作 .-- 初版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65-9-1 (平裝) NT$300
1.王凌雲 2.傳記 782.887

8 位改變世界的臺灣研究學者 / 王筑
螢等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2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5-9 ( 平 裝 )
NT$380
1.臺灣傳記 2.人物志 3.訪談 783.32

杏壇芬芳憶趣 / 楊丁進, 江錦昭口述 ;
林嵩山等撰稿 ; 程良雄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文珍印刷, 10910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72-04 (平裝) NT$350
1.楊丁進 2.江錦昭 3.教育家 4.臺灣
傳記 783.3886

遠古的呼喚 : 物種起源的終極探尋,
挑戰神權的達爾文革命 / 潘于真, 王
志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2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9-3 (平裝) NT$280
1.達爾文(Darwin, Charles, 1809-1882)
2.傳記 781.08
文青這種生物,自古就有 : 17 段隱藏
在史籍與作品背後的奇葩人生 / 江
仲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5) .-- ISBN 978-986-137-307-2 (平裝)
NT$290
1.傳記 2.中國 782.1

憶祖父 : 黃花崗烈士陳更新 / 陳懷台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懷台,
10910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5-6 (平裝)
1.陳更新 2.傳記 3.中國 782.887
凡事徹底 : 鍵山秀三郎八十自述 / 鍵
山秀三郎著 ; 陳曉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正好文化,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掃除道 ; 1) .-- ISBN 978-98697155-7-7 (平裝) NT$360
1.鍵山秀三郎 2.自傳 3.企業家 4.日
本 783.18
憂鬱擱淺的我,也能自在工作 : 就算
在職場受重傷,還是要奮力找出生存
之道! / 阪口裕樹著 ; 葉廷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74) .--

ISBN 978-986-507-223-0 ( 平 裝 )
NT$360
1.阪口裕樹 2.自傳 3.日本 783.18

巾幗英豪 : 國軍女性官兵訪問紀錄 /
曾瓊葉主編 .-- 臺北市 : 政務辦公室,
10910 .-- 443 面; 21 公分 .-- (軍史 ;
45) .-- ISBN 978-986-5446-53-6 (精裝)
NT$400
1.女性軍人 2.女性傳記 3.臺灣傳記
783.322

春風化雨 : 永遠的余校長 : 余宗玲回
憶錄 / 余宗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4) .-- ISBN 978-957-138413-9 (平裝) NT$280
1.余宗玲 2.校長 3.回憶錄 783.3886
洞悉高教.卓越領導 : 大學校長的實
踐之路 / 陳振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11 .-- 270 面; 21 公分 .- (Do 人物 ; 78)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68-2-8 (平裝) NT$360
1.陳振貴 2.臺灣傳記 783.3886

一個四年級生 : 笑中帶淚的童年歲
月 / 楊國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younger 叢書 ; 2) .-ISBN 978-986-5514-45-7 ( 平 裝 )
NT$250
1.楊國明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胡適與韋蓮司 : 深情五十年 / 周質平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08-5649-1 (平裝)
NT$380
1.胡適 2.學術思想 3.臺灣傳記
783.3886

一個台東囝仔的腳印 : 張永茂自傳 /
張永茂著 .-- 新北市 : 相對論出版 ; 臺
中市 : 佛教靜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發行, 10910 .-- 360 面; 21 公

唐鳳 : 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 / 丘美
珍, 鄭仲嵐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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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點 ; 3) .-- ISBN 978-957-503694-2 (平裝) NT$450
1.唐鳳 2.臺灣傳記 783.3886
陳元義教授甘苦感恩記 / 陳元義著 .- 四版 .-- 新北市 : 陳元義, 11001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2-4 (平裝)
1.陳元義 2.臺灣傳記 783.3886
救命功課 / 謝英琴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樂活誌 ; 48) .-- ISBN 978986-99110-1-6 (平裝)
1.謝英琴 2.臺灣傳記 783.3886
莊淑旂回憶錄 / 莊淑旂口述 ; 許雪姬
等訪問.記錄 .-- 臺北市 : 風車生活,
10912 .-- 3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79-0-7 (平裝)
1.莊淑旂 2.中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張鏡湖先生文集 =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 / 張鏡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
10911 .-- 冊 .-- ISBN 978-957-596-3699 (第 1 冊:精裝) NT$550 .-- ISBN 978957-596-370-5 (第 2 冊:精裝) NT$550
1.張鏡湖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朝向民主憲政的國度邁進 : 雷震傳 /
薛化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05-0 (平裝) NT$500
1.雷震 2.臺灣傳記 783.3886
蔡老師的生命故事 = Teacher Cai's life
story / 蔡鶯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蔡鶯梅, 10910 .-- 35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8173-9 ( 精 裝 )
NT$580
1.蔡鶯梅 2.臺灣傳記 783.3886
劉振強先生與三民書局 / 周玉山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994-2 (平裝)
1.劉振強 2.臺灣傳記 783.3886
鶯歌陶瓷現代化的先驅 : 許自然先
生紀念集 / 陳新上作 ; 許明徹鑑修 .- 新北市 : 許明徹, 10910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8-7 (平裝)
NT$300
1.許自然 2.臺灣傳記 783.3886

北市 : 周大觀基金會, 10910 .--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68-5-4 (平
裝) NT$400
1.華運棟 2.自傳 3.馬來西亞
783.868
大師為你說莎士比亞 : 戲劇之王如
何誕生 /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作 ; 宋美瑩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445-6 (平裝) NT$510
1.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2.傳記 784.18
傳教士與漢學家 : 理雅各在中西文
化上的傳譯貢獻 / 陳谷鋆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Viewpoint ; 55)(哲
學宗教類 ; PA0104)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64-2 ( 平 裝 )
NT$450
1.傳記 2.英國 784.18
誰殺了約翰藍儂 : 你所不知道的天
才生活與叛逆 / 萊斯莉-安.瓊斯
(Lesley-Ann Jones)著 ; 李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52-9 (平裝)
NT$680
1.藍儂(Lennon, John, 1940-1980) 2.歌
星 3.傳記 4.英國 784.18
1902 的藍色微光 : 釙和鐳的發現者
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夫人) /
王郁陽,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8-6 (平裝) NT$299
1.居禮(Curie, Marie, 1867-1934) 2.傳
記 784.28
我是伽利略 / 邦妮.克里斯欽森
(Bonnie Christensen) 文 . 圖 ; 朱 恩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52-3 (精裝)
1.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2.傳記 3.通俗作品 784.58
摩根家族 : 一個金融帝國的百年傳
奇 / 陳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
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19-4-4 (平
裝) NT$420

生命綠洲 : 鐵漢博士華運棟與溫馨
苑風雨同舟 / 華運棟著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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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根家族 2.傳記 3.銀行業 4.美國
785.27
天無絕人之路 / 凱文.桑德斯, 鮑伯.達
頓著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1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99-8 ( 平 裝 )
NT$380
1.桑德斯(Saunders, Kevin, 1955-) 2.運
動員 3.身心障礙者 4.傳記 5.美國
785.28
林肯 / 岑澎維著 ; 團圓圖 .-- 一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60-6 (平裝) NT$280
1.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2.傳記 785.28
詩人的祕密花園 : 啟發美國著名詩
人艾蜜莉.狄金生的植物與場域,梳理
其寄花於詩的生命隱喻 / 瑪塔.麥可
道威(Marta McDowell)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点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12 .-- 352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8941-3-5 ( 平 裝 )
NT$680
1.狄金生(Dickinson, Emily, 1830-1886)
2.傳記 3.詩評 785.28
與喬丹對話 : 我可以接受失敗,但不
能接受放棄 : 空中飛人的籃球哲學,
一位不同凡響的人生導師 / 林庭峰,
王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0 .-- 2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2-4 (平裝)
NT$299
1.喬丹(Jordan, Michael, 1963- ) 2.運動
員 3.職業籃球 785.28
應許之地 : 歐巴馬回憶錄 / 巴拉克.歐
巴馬(Barack Obama)著 ; 陳琇玲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11 .-- 8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9-25-4 (平裝) NT$850
1.歐巴馬(Obama, Barack, 1961-) 2.傳
記 785.28
我可以當母親,又是一位總理 : 紐西
蘭總理傑辛達.阿爾登的崛起 / 瑪德
琳.查普曼(Madeleine Chapman)著 ; 廖
崇佑, 楊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12 .-- 336 面; 23 公分 .- (Style ; 43) .-- ISBN 978-986-5548-230 (平裝) NT$360
1.阿爾登(Ardern, Jacinda, 1980-) 2.元
首 3.女性傳記 4.紐西蘭 787.28

東陽堂官氏族譜 : 航臺第十二世祖
芝榮公芝和公脈下 / 官有沐總編輯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商 鼎 數 位 ,
10910 .-- 34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144-189-4 (線裝)
1.官氏 2.族譜 789.33
漳浦龍嶺劉雞過公派衍傳臺中茄投
家譜 / 劉澤民編纂 .-- 初版 .-- 臺中市 :
劉朝來, 10911 .-- 136 面; 29 公分 .-ISBN 978-957-43-8236-1 (精裝)
1.劉氏 2.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傅斯年眉批題跋輯錄 / 王汎森, 邱仲
麟主編 .-- [臺北市] : 中研院史語所,
10912 .-- 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 ISBN 978-986-5432-59-1 (全
套:精裝)
1.題跋 791.7
古玉匯觀 / 蔡國樑主編 .-- 臺北市 : 中
華文物收藏學會, 10910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896-2-3 (平裝)
NT$1500
1.古玉 2.玉器 3.蒐藏 794.4
魏石經古文釋形考述 / 邱德修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10910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40-4 (平裝) NT$480
1.石經 2.研究考訂 794.67
古笨港的歷史考古學研究 / 盧泰康,
邱鴻霖著 .-- 第一版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縣府, 10910 .-- 3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2-3 ( 平 裝 )
NT$650
1.考古遺址 2.出土文物 3.文物修復
4.雲林縣北港鎮 5.嘉義縣新港鄉
798.803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用 學 習 卡 學 7 國 語 言 / Giancarlo
Zecchino(江書宏)著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 10911 .-- 128 面; 26 公分 .-- (外
語學習 ; 88) .-- ISBN 978-986-5560-041 (平裝) NT$450
1.外語教學 2.語言學習 800.3

世界文字圖解簡史 / 維達利(Vitali
Konstantinov)繪著 ; 鼎玉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1 .-- 72
面; 34 公分 .-- (Catch ; 262) .-- ISBN
978-986-5549-18-3 (平裝) NT$1000
1.文字 2.字母 3.歷史 4.通俗作品
800.9
花心漢字字獨遊戲本. vol.2 / 于美人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0911 .-- 120 面; 26 公分 .-- (樂學館 ;
13) .-- ISBN 978-986-98862-2-2 (平裝)
NT$280
1.漢字 2.語言學習 802.2
遠流活用成語大辭典 / 陳鐵君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1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89036 (精裝) NT$1500
1.漢語詞典 2.成語 802.35
畫中有話 看圖說話 : 臺語情境式演
說實戰手冊 / 開朗雜誌台語文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
誌, 10910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02-65-6 (平裝) NT$300
1.閩南語 2.演說 802.5232
愛「拼」正會贏 = oi pinˊ zang voi
iangˇ / 葉昌玉編撰 .-- 初版 .-- 苗栗
市 : 聯合大學出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
化出版, 10910 .-- 1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8531-8-7 ( 平 裝 )
NT$250
1.客語 2.讀本 802.52388
文體論 : 說給你聽-公牘文 3 講 / 許玉
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910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6-4 (平裝) NT$200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最新國文 : 測驗勝經 / 楊仁志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1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5-6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玄奘之聲 : <<西遊記>>滿文譯本選
讀 / 莊吉發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1 .-- 294 面; 21 公
分 .-- (滿語叢刊 ; 40) .-- ISBN 978-986314-533-2 (平裝) NT$420
1.滿語 2.讀本 802.918
基礎日本語敬語 / 趙福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0911 .-- 344 面; 23 公分 .--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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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版 .-- ISBN 978-957-710-802-9 (平
裝) NT$360
1.日語 2.敬語 803.168
中国語の熟語.ことわざ活用辭典 /
姚 義 久 主 編 .-- 新 北 市 : 姚 義 久 ,
10910 .-- 560 面; 26 公分 .-- 中日對
照 .-- ISBN 978-957-43-8190-6 (平裝)
1.日語 2.讀本 803.18
自學日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 專為華
人設計的日語教材,50 音+筆順+單字
+文法+會話一次學會! / 許心瀠著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9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84-9-4 (平裝) NT$4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自學就會日語發音 : 365 天差很大,每
天 10 分鐘練習發音.會話.單字集 / 楊
美玲, 吉松由美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即學即用 ; 13) .-- ISBN 978-986-246594-3 (平裝附光碟片) NT$310
1.日語 2.讀本 803.18
一次就考上 : N1N2N3N4N5 聽力解讀
全攻略 / 田中紀子, 渡部尤佳合著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11 .-- 480 面;
23 公分 .-- (新日檢系列 ; 1) .-- ISBN
978-986-5544-09-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49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一考就過關的 N1 文法 : 超高命中率
的 N1「關鍵文法」+「模擬試題」 /
曾元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2-0-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
語單字 N5 / 吉松由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日檢記憶館 ; 1) .-- ISBN 978986-246-593-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0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韓國駐台記者教你看懂韓語新聞 :
50 堂 由 淺 入 深 的 閱 讀 訓 練 課 =
Korean news reading / 柳廷燁著 ; 關亭
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2 .-- 304 面; 26 公分 .-- (EZ Korea ;
30) .-- ISBN 978-986-248-924-6 (平裝)
NT$4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聽 KPOP 學韓語 : 80 首流行歌曲 200
句常用韓語 / 李珍瓊(이진경)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11 .-38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409-3 (平裝)
1.韓語 2.讀本 803.28
印 尼 人 學 台 語 = Orang Indonesia
Belajar Bahasa Taiwan / 梁庭嘉編著 ;
陳玉順印尼文翻譯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智寬文化, 10911 .-- 192 面; 23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A022) .-- ISBN
978-986-99111-1-5 (平裝) NT$350
1.臺語 2.讀本 803.38
自學越南語單字 看完這本就能說! /
黃氏清蘭(Huỳnh Tḥi Thanh Lan)著 .-初版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0911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4-0-1 (平裝) NT$399
1.越南語 2.詞彙 803.79
閱讀聖經希臘文速成 / 郭承天著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1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3-4 (平裝)
1.聖經 2.希臘語 3.語法 804.16
今 天 開 始 學 法 語 . 進 階 篇 / Yuji
Sawabe, Hitoshi Oiso 著 ; 陳琇琳譯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
公司, 10911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01-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1.法語 2.語法 804.56
戰勝英文翻譯與寫作 : 學好文法,寫
出流暢短文 / EZ TALK 編輯部作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2 .-192 面; 26 公分 .-- (EZ 叢書館) .-ISBN 978-986-248-925-3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翻譯 3.寫作法 805.1
小孩的英語怎麼會那麼有趣 : 漫畫
情境圖解單字會話自然最好記! /
Mr.Sun, oldstairs 原著 ; 賴毓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0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55 (平裝)
1.英語 2.詞彙 3.會話 805.12
生活單字萬用手冊 / 張瑜凌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0912 .-296 面; 17 公分 .-- (行動學習 ; 17) .-ISBN 978-986-99431-1-6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英語 2.詞彙 805.12

考公職不用背單字 / 范逸文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7-480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老外都想幫你按個讚!網路+社群英
語流行語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11 .-- 41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1-6 (平
裝)
1.英語 2.詞彙 3.網路社群 805.12
英文字根字首神奇記憶法 : 再也忘
不了的英單速記秘訣 / Kang Sung Tae
著 ; 莊曼淳,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1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9-7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詞彙 805.12
大家都想學 老外常掛嘴邊的生活片
語 / Kristy Lynne 英文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2-3 (平裝)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袖 珍 英 漢 字 典 =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
著 .-- 修訂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1 .-- 992 面; 1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91-3 (平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掌握 8 大發音要訣! : 英語聽說超流
暢 / Tim Ston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10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99-2 (平裝) NT$240
1.英語 2.發音 805.141
焦點英文文法完全練習 / Lucy Becker,
Carol Frain, Karen Thomas 作 ; 劉嘉珮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1 .-- 4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0-3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語法 805.16
最強英文動詞 / 林雨薇著 .-- 初版 .-臺北市 : 我識, 10912 .-- 6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62-1-4 (平裝附
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動詞 805.165
大考英文作文 : 從入門到升級典範 /
陳坤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3-2 (平裝) NT$250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
59

疫情下的職場英文 : EZ TALK 總編
嚴選特刊 = Essential business English /
EZ TALK 編輯群, Judd Piggott 作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12 .-192 面; 26 公分 .-- (EZ 叢書館 ; 37) .-ISBN 978-986-248-926-0 ( 平 裝 )
NT$420
1.英文 2.職場 3.讀本 805.18
看懂新聞英語必備指南 : 關鍵句 / 金
利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
版 : 崧燁文化發行, 10910 .--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95-7 (平裝) NT$380
1.英語 2.讀本 805.18
唐 吉 軻 德 /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原著 ; Michael Robert Bradie
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48-0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商務英語必備指南 / 金利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
化發行, 10910 .-- 27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735-996-4 ( 平 裝 )
NT$360
1.商業英文 2.讀本 805.18
專業護理應用英文 / 陳淑麗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76-3 (平裝)
1.英語 2.護理學 3.讀本 805.18
跨閱英文 / 王信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1 .-- 116 面; 30 公分 .-(Reading Power 系列) .-- ISBN 978-95714-6973-7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可以馬上學會的超強英語口說課 /
蘇盈盈, 珊朵拉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
企業,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 ;
67) .-- ISBN 978-986-99161-6-5 (平裝
附光碟片) NT$33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每日 10 分鐘互動英語桌曆 : 晨戰、
餵飯戰、哄睡戰都能用的會話教養
書 / 宣珍浩著 ; 黃淑欣譯 .-- 初版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6-4 (活頁裝)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我的第一本美語學習書 / 施孝昌,
Willy Robert 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英
語通 ; 2) .-- ISBN 978-986-5544-10-2
(平裝附光碟片) NT$32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旅遊英語必備指南 / 金利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出版 : 崧燁文
化發行, 10910 .-- 260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735-994-0 (平
裝) NT$34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超實用英語會話 500 句 / 陳豫弘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41-413-0 (平裝)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對自己吐槽的白熊 生活英語輕鬆學
/ 川合亮平英語監修 ; Nagano 插畫 ;
楊彩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46-9 (平裝)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全民英檢一路通 : 2021 年新制初級
閱讀能力測驗模擬試題冊 / 賴翠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10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6-2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托福字彙 / 李英松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李昭儀, 10911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6-8 (上冊:平裝)
NT$400
1.托福考試 2.詞彙 805.1894
新多益滿分講師授課 : 全新制 TOEIC
必考閱讀 / 徐培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凱信企管顧問, 110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9-0-0 (平
裝) NT$59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想清楚,寫明白 : 好的影視、劇場、
小說故事必須具備的七大元素 / 艾
瑞克.柏克(Erik Bork)著 ; 張瓅文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40-6 (平裝)
NT$320
1.寫作法 811.1
教育學門論文寫作格式指引 : APA
格式第七版之應用 / 林雍智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11 .-- 250 面;
23 公 分 .-- (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系 列 ;
21038) .-- ISBN 978-986-191-931-7 (平
裝) NT$300
1.論文寫作法 2.教育研究法 811.4
翻譯東亞 : 美學與意識形態 / 王君琦
等著 ; 陳芳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人文中心
發行,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政
大人文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9544-1-9 (平裝) NT$360
1.翻譯 2.文學評論 3.文集 4.東亞
811.707
浪漫喜劇寫作大師班 : 相遇、分手、
復合的喜劇「愛情動力學」 / 比利.
默尼特(Billy Mernit)著 ; 謝樹寬譯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3 公
分 .-- 暢銷 20 年增訂紀念版 .-- ISBN
978-986-489-412-3 (平裝) NT$550
1.電影劇本 2.喜劇 3.寫作法 812.31
台客風華 : 台客詩獎暨同仁詩選 / 劉
正偉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台客詩
社出版 : 台客文化協會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台客詩叢 ; 2) .-ISBN 978-986-97562-1-1 ( 平 裝 )
NT$300
813.1

閱讀聖經希伯來文速成 / 郭承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091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4-1 (平裝)
1.聖經 2.希伯來語 3.語法 807.66

大文豪的童話 : 魔法魚骨、異想王
后、藍鬍子的幽靈......狄更斯、馬克
吐溫、卡爾維諾等 30 位文學大師,寫
給大人與孩子的奇幻故事 / 盧梭等
作 ; 杜明城編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432 面; 21 公分 .-- (小麥
田故事館 ; 89) .-- ISBN 978-957-854445-1 (平裝) NT$480
815.96

文學

中國文學

我的專屬俄語家教課. 初級 / 葉相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 10912 .-33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6-9-2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1.俄語 2.讀本 806.18

60

一闋詞.一份情 : 唐宋詞的情感世界 /
劉少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冊 .-- ISBN 978-957-32-88954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57-32-8896-1 (下冊:平裝) NT$380
1.詞論 2.唐代 3.宋代 823.84

中國文學總集
<<大華>>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100 面; 21 公分 .- (人文史地類 ; PC0990)( 讀歷史 ;
12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7-3 (平裝) NT$110
830.8
<<天地>>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80 面; 21 公分 .-( 人 文 史 地 類 ; PC0984)( 讀 歷 史 ;
12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72-7 (平裝) NT$100
830.8
<<古今>>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96 面; 21 公分 .-( 人 文 史 地 類 ; PC0985)( 讀 歷 史 ;
12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6-6 (平裝) NT$100
830.8
<<光化>>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72 面; 21 公分 .-(史地傳記類)(讀歷史)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70-3 ( 平 裝 )
NT$100
830.8
<<波文>>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72 面; 21 公分 .-(史地傳記類)(讀歷史)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71-0 ( 平 裝 )
NT$100
830.8
<<風雨談>>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86 面; 21 公分 .-( 人 文 史 地 類 ; PC0992)( 讀 歷 史 ;
127)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9-7 (平裝) NT$100
830.8

<<掌故>>雜誌精選 / 蔡登山導讀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122 面; 21 公分 .- (人文史地類 ; PC0991)( 讀歷史 ;
128)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68-0 (平裝) NT$110
830.8
美人詩裡的中國史 / 周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新觀點系列 ; 16) .-- ISBN
978-986-99458-2-0 (平裝) NT$350
831
邀古人談詩 / 楊子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8-9-3 (平裝) NT$260
831
詩經 : 越古老,越美好 / 曲黎敏作 .-初版 .-- 臺北市 : 文光,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33-30 (平裝) NT$330
1.詩經 2.研究考訂 831.18
歲時記 / 洪郁芬, 郭至卿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0 .-- 236
面; 21 公分 .-- (華文俳句叢書 ; 3)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5-9 (平
裝) NT$320
831.8
孔聖堂詩詞集庚子編 / 楊永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0910 .-- 670 面; 23 公分 .-(文化生活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54) .-- ISBN 978-986-478-412-7
(平裝) NT$960
831.86
寒山社詩鐘選 / 寒山詩社編著 .-- 再
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0910 .-4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37-3 (平裝) NT$650
831.95
中文閱讀與書寫 / 李文琪等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1-6 (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李太白全集 / (唐)李白撰 ; (宋)楊齊賢
注 ; (元)蕭士贇補 ; (明)郭雲鵬編 .-三版 .-- 臺北市 : 世界, 10910 .-- 冊 .--

ISBN 978-957-06-0589-1 (全套:平裝)
NT$2200
844.15
回憶的展演 : 張岱的生活記事與自
我書寫 / 盧嵐蘭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0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79 (平裝) NT$480
1.(明)張岱 2.明代文學 3.散文 4.文學
評論 846.9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 / 黃秀
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允
晨叢刊 ; 165-166) .-- ISBN 978-98699553-3-1 (全套:平裝)
1.海外華文文學 2.文學評論 850.92
兩個人的詩集 = Selected poems of Bai
Jiangfeng / 白江峰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43-3 (平裝)
NT$280
851.487
应一场老景 念一段旧情 / 赵地着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0912 .-264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86) .- 正體題名:應一場老景念一段舊情 .- ISBN 978-986-5541-24-8 ( 平 裝 )
NT$330
855
半個父親在疼 / 龐余亮著 .-- 初版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42) .-- ISBN 978-986-450-318-6
(平裝) NT$340
855
忠義文學獎得獎優良作品專輯. 2020
第十二屆 / 黃國彰總編輯 .-- 臺北市 :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明聖經推廣學會,
10910 .-- 321 面; 27 公分 .-- (關公文學
系列) .-- ISBN 978-986-99684-0-9 (平
裝)
855
秉燭傾談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周作人作
品精選 ; 10) .-- ISBN 978-986-352-9132 (平裝) NT$320
61

855
童年 / 安若水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5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6-2
(平裝) NT$330
855
金門宗祠楹聯採擷錄 / 孫國欽著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2-3 (平裝) NT$300
1.對聯 2.宗祠 3.福建省金門縣
856.6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 吳趼人著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冊 .-- (中國古典名
著) .-- ISBN 978-957-14-7004-7 (全套:
平裝)
857.44
三國演義 / 張啟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1 .-- 冊 .-- (新新古典) .- ISBN 978-957-14-6974-4 (全套:平裝)
857.4523
漫畫三國演義 / One Production 文.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58446-6 (第 8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57-658-447-3 ( 第 9 冊 : 平 裝 )
NT$320
1.三國演義 2.漫畫 857.4523
漫畫.爆笑西遊記 / 吳承恩原著 ; 高章
欽改編.繪圖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1 .-- 冊 .-- ISBN 978-986-429-5920 (全套:平裝)
1.西遊記 2.漫畫 857.47
金瓶梅 / 蘭陵笑笑生原著 .-- 四版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184 面; 23 公分 .-- (中國
文學) .-- ISBN 978-986-429-593-7 (精
裝)
857.48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 / 七堇年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21 (平裝) NT$330
857.63
大明長歌. 卷一, 採蓮謠 / 酒徒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2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19-1 (平裝) NT$380
857.7

大俠等一等 / 神邦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87-2 (第 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88-9 (第 2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86-515-589-6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不敗武神 / 鐵鐘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冊 .-- ISBN 978-986-515-581-0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82-7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83-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857.7
天歌 / 陳言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4-8
(平裝) NT$260
857.7
安宅小胖妻 / 仙茶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96301-E96304) .-- ISBN 978986-5555-81-8 (卷 1:平裝) NT$270 .-ISBN 978-986-5555-82-5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83-2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84-9 (卷 4:平裝) NT$270
857.7
有種你別死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月書
版發行,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61-934-5 (第 2 冊:平裝)
857.7
我的小確幸 / 東奔西顧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冊 .-ISBN 978-986-361-929-1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930-7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931-4 (全套:
平裝)
857.7
完美無缺 = Perfect / 金剛圈作 .-- 初
版 .-- 新竹市 : 田文文創, 10911 .-冊 .-- ISBN 978-986-97328-8-8 (全套:
平裝)
857.7
那個夏天 / 閆耀明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0 .-- 2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5-5 (平裝) NT$350

857.7
我當道士那些年 / 仐三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480 面;
21 公分 .-- (DN ; 240-) .-- ISBN 978986-361-926-0 (第 1 冊:平裝)
857.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4 : 寶藏 中 / 夜不
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夜不
語 作 品 ) .-- ISBN 978-957-741-302-4
(平裝) NT$180
857.7
怪奇博物館. 104, 座敷靈. 下 / 夜不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怪奇博物
館) .-- ISBN 978-957-741-301-7 (平裝)
NT$180
857.7
青梅甜如蜜 / 檀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384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95201) .-- ISBN
978-986-5555-64-1 (平裝) NT$320
857.7
妻寶 / 姒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系列 ;
E95401-E95402) .-- ISBN 978-9865555-67-2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ISBN 978-986-5555-68-9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洪福齊天 / 遲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冊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61-3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62-0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星際擼貓指南 / 槇日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 10910 .-- 冊 .-- (蘭陵
集 系 列 ) .-- ISBN 978-986-5537-02-9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537-03-6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537-04-3 (第 3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86-5537-050 (第 4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06-7 (全套:平裝)
857.7
卿卿何時歸 / 曲清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冊 .-- (藍海
系列 ; E95301-E95302) .-- ISBN 978986-5555-65-8 (上冊:平裝) NT$320 .-62

ISBN 978-986-5555-66-5 (下冊:平裝)
NT$320
857.7
國子監來了個女弟子 / 花千辭著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冊 .-- ISBN 978-986-5543-06-8 (上冊: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554307-5 (下冊:平裝) NT$350
857.7
國民老公帶回家 / 葉非夜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90-2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591-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50
857.7
偽妝記 / 村口的沙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東佑文化, 10911 .--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451-457) .-- ISBN 978-986467-255-4 (第 1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467-256-1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57-8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58-5 (第 4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467-259-2 (第 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0-8 (第
6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1-5 (第 7 冊:平裝) NT$260
857.7
將門俗女 / 輕舟已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63-7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64-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65-1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閒后營業中 / 唐紙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冊 .-- (藍海
系列 ; E96501-E96502) .-- ISBN 978986-5555-85-6 (上冊:平裝) NT$280 .-ISBN 978-986-5555-86-3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貴妃讓朕偏頭痛 / 靈溪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冊 .-- (藍海系列 ; E95601-E95603) .-ISBN 978-986-5555-61-0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62-7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63-4 (卷 3:平裝) NT$270
857.7
無瞳之眼 / 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月書版發
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24-6 (第 2 冊:平裝)
857.7
滄狼行 / 指雲笑天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12 .-- 冊 .-- ISBN
978-986-352-909-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910-1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11-8 (第 5 冊:平裝) NT$270 .-ISBN 978-986-352-912-5 (第 6 冊:平裝)
NT$270
857.7
傳家寶妻 / 秋水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66-8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67-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68-2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蓋世雙諧 / 三天兩覺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841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85-8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86-5 (第 3 冊:平
裝) NT$180
857.7
福妻休不得 / 無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冊 .-- (藍海系
列 ; E96001-E96004) .-- ISBN 978-9865555-73-3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555-74-0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555-75-7 (卷
3: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555-76-4 (卷 4:平裝) NT$260
857.7
廚娘的美味人生 / 梅南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69-9 (上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509-170-5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嬌娘掌金 / 陸司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冊 .-- (藍海系

列 ; E95801-E95803) .-- ISBN 978-9865555-70-2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555-71-9 (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555-72-6 (卷
3:平裝) NT$280
857.7
錦上逢春 / 西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冊 .-(藍海系列 ; E96701-E96705) .-- ISBN
978-986-5555-87-0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88-7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89-4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55-90-0 ( 卷 4: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55-91-7 (卷
5:平裝) NT$270
857.7
龍圖案卷集 / 耳雅作 .-- 嘉義市 : 葭
霏文創, 10910 .-- 冊 .-- (詭事錄系
列) .-- ISBN 978-986-5537-07-4 (卷 19:
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53708-1 (卷 20:平裝) NT$380
857.7
還卿一世寵 / 和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冊 .-- (藍海系
列 ; E96101-E96102) .-- ISBN 978-9865555-78-8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ISBN 978-986-5555-79-5 (下冊:平裝)
NT$280
857.7
蘭若仙緣 / 糖醋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78-0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79-7 (第 2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580-3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兒童文學
孝 :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七
屆 / 龍圖騰文化編輯部編 .-- 初版 .-臺北市 : 龍少年, 10911 .-- 396 面; 21
公分 .-- (青春文學 ; NPA07) .-- ISBN
978-986-499-106-8 (平裝) NT$560
859.3
齊天大聖西遊記 / 吳承恩作 ; 周美強
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12 .-- 1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28-45-4 ( 精 裝 )
NT$1200
859.6
團子你好!我想和你做朋友 / 蘇飛文.
圖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12 .-- 50 面; 26 公分 .-- (兒童文學 ;
52) .-- BOD 版 .-- ISBN 978-986-996140-0 (平裝) NT$200
859.9

東方文學
(新譯)田山花袋的大叔少女心 : 收錄
<棉被>、<少女病>等純情而熾熱的
告白 / 田山花袋著 ; 蘇暐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通通文化出版 : 暖
暖書屋文化發行, 10911 .-- 256 面; 19
公分 .-- (掌上小劇場 ; 23) .-- ISBN
978-986-97822-6-5 (平裝) NT$320
861.4
小津安二郎劇本集 / 小津安二郎著 ;
吳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0911 .-- 368 面; 23 公分 .-- (文
學 叢 書 ) .-- ISBN 978-986-387-366-2
(平裝)
861.558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 晏白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
公司,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 小
說 ; 28) .-- ISBN 978-986-99224-2-5 (第
6 冊:平裝) NT$360
857.7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 岬鷺宮作 ;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2 .-- 280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40-7 (第 4 冊:平裝)
861.57

靈山 / 高行健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1 .-- 572 面; 21 公分 .-- (當
代名家)(高行健作品集) .-- ISBN 978957-08-5644-6 (平裝) .-- ISBN 978-95708-5645-3 (精裝)
857.7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 三嶋与夢作 ; 王啟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1-9 (第 1 冊:平裝限定版)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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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
御宮ゆう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9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42-1 (第 1 冊:平裝)
861.57
少女夜行 / 宇佐美真琴著 ; 徐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49-1 (平裝) NT$320
861.57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Memorial / 丸戶
史明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28 面; 18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22-3 (第 2 冊:平裝)
861.57
不需要回答 / 宮部美幸著 ; 高詹燦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宮
部美幸作品集) .-- ISBN 978-957-944792-8 (平裝) NT$280
861.57
公爵千金的本領. 8, 公爵夫人的本領
/ 澪亞作 ; 楊雅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7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23-0 (平裝)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
月夜淚作 ;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3-9 (第 2 冊:平裝)
861.5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
枯野瑛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3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25-4 (第 8 冊:平裝)
861.57
未死之人 / 瀧口悠生(滝口悠生)著 ;
詹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56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298) .-ISBN 978-957-13-8438-2 ( 平 裝 )
NT$350
861.57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 川
田両悟作 ;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43-8 (第 1 冊:平
裝)
861.57
她和她的貓 / 永川成基作 ; 涂祐廷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8-6 (平裝)
861.57
艾梅洛閣下 II 世事件簿 / 三田誠原
作 ;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12 .-- 400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27-8 (第 7 冊:平裝)
861.57
在廁所閱讀的廁所小說 / 雹月あさ
み著 ; 高秋雅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001 .-- 22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37-6 (平裝)
861.57
那一天,我遇見可以實現願望的神明
大人 / 沖田円著 ;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1 .-- 304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92 種)(mild ;
30) .-- ISBN 978-957-33-3631-0 (平裝)
NT$280
861.57
沒人會特地去殺殭屍 / 小林泰三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6-2 (平裝)
861.57
助攻角色怎麼可能會有女朋友 / は
むばね作 ; 張乃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1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30-8 (第 3 冊:平裝)
861.57
伽利略的苦惱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2 .-32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96
種)(東野圭吾作品集 ; 36) .-- ISBN
978-957-33-3635-8 (平裝) NT$350
861.57
何者 / 朝井遼著 ; 張智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43-2 (平裝)
NT$410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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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 : 羅生門等 16 篇小說選 /
芥川龍之介著 ; 陳嫻若譯 .-- 初版 .-臺中市 : 好讀,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典藏經典 ; 137) .-- ISBN 978986-178-529-5 (平裝) NT$320
861.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 : 讓
笨蛋登上舞台吧!. 6, 對妳許下騎士
的誓言 / 暁なつめ原作 ; 昼熊作 ; 林
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5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29-2 (平裝)
861.57
風神之手 / 道尾秀介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49-2 (平裝)
861.57
弱角友崎同學 / 屋久悠樹作 ; 楊佳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00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4-3 (第
8 冊:平裝)
861.57
狼與辛香料. XXII, Spring Log. V / 支
倉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6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21-6 (平裝)
861.57
晚安人面瘡 / 白井智之作 ; MIST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379 (平裝)
861.57
涼宮春日的直覺 / 谷川流作 ; 吳松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4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04-9 (平裝)
861.57
異修羅. 1, 新魔王爭霸戰 / 珪素作 ;
蔡曉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12 .-- 404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44-5 (平裝)
861.57

盛開的櫻花林下 / 坂口安吾著 ; 鄒評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10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27286-2 (平裝)
861.57
梅蒂亞轉生物語. 1, 世上最邪惡的魔
女 / 友麻碧作 ; 蔡孟婷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36 面;
21 公 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986-524-145-2 (平裝)
861.57
黑色畫集. 3, 凶器、濁白、草 / 松本
清張作 ; 廖子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雨,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松
本清張作品選 ; 13) .-- ISBN 978-986227-285-5 (平裝)
861.57
鳩笛草 / 宮部美幸著 ; 王華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68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
作品集 ; 70) .-- ISBN 978-957-9447-911 (平裝) NT$399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5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24-7 (第 12 冊:平裝)
861.57
憂國 / 三島由紀夫作 ; 劉子倩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9-4 (平裝)
NT$380
861.57
誰都可以暗中助攻討伐魔王 / 槻影
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12 .-- 324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26-1 (第 4 冊:平裝)
861.57
檢方的罪人 / 雫井脩介作 ; 王蘊潔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
庫 ; 60) .-- ISBN 978-957-741-303-1 (平
裝) NT$499
861.57
轉生為豬公爵的我,這次要向妳告白
/ 合田拍子作 ; K.K.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0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28-5 (第 3 冊:平裝)
861.57
鏡子之家 / 三島由紀夫作 ; 陳系美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遠足文
化,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45-6 (平裝) NT$520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4(下)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4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31-5 (平裝)
861.57
魔法★探險家 :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
年男二又怎樣,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
由生活 / 入栖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9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41-4 (第
2 冊:平裝)
861.57
公主變身記 : 成為最棒的自己 / 二宮
由紀子文 ; 丹地晶子圖 ; 王蘊潔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1 .-- 128 面; 21 公
分 .-- (繪童話) .-- ISBN 978-986-550387-1 (平裝) NT$320
861.596
吸塵器去釣魚 / 村上詩子作 ; 長谷川
義史繪 ; 朱燕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338-365-9 ( 平 裝 )
NT$230
861.596
神奇的魔法香氛占卜 / 安晝安子作.
繪 ; 胡慧文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 10912 .-- 152 面; 20 公分 .-(香草魔女 ; 21) .-- ISBN 978-957-521431-9 (精裝) NT$280
861.596
愛麗絲的聖杯 / 常磐くじら作 ; 賴詠
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702-2 (第 1 冊:
平裝)
86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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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 過獨木橋 / 五味太郎文.圖 ;
游佩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
教育文化, 10911 .-- 3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876-96-8 ( 精 裝 )
NT$240
861.599
走啊走,去散步 / 宮西達也文.圖 ; 游
珮芸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32 面; 24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986-5503-90-1 (精裝) NT$320
861.599
杜爺爺蓋房子 / 青山邦彥文.圖 ; 鄭明
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440-357-8 (精裝)
861.599
我會愛護我的寶貝車車 / 鈴森蜜柑
作 ;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40 面; 24X24 公分 .-- (童心園 ; 117)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27-8
(精裝) NT$320
861.599
神奇咒語咕哩咚 / 宮西達也文圖 ; 米
雅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
10911 .-- 32 面; 26 公分 .-- (iREAD) .-ISBN 978-957-14-6984-3 (精裝)
861.599
最後的魔法 / 中島和子作 ; 秋里信子
繪 ; 林文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64-2 (平裝) NT$230
861.599
傑琪,有好多的顏色呢 = いろいろ ジ
ャッキー / 相原博之文 ; 足立奈實圖 ;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0912 .-- 24 面; 24 公分 .-- (小米粒 ;
40)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396-1 (精裝) NT$300
861.599
傑琪,圓滾滾 / 相原博之文 ; 足立奈實
圖 ; 莊靜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米粒, 10912 .-- 24 面; 24 公分 .-- (The
bears' school)(小米粒 ; 4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939-5-4 ( 精 裝 )
NT$300
861.599
變色鳥 / 矢崎芳則故事.圖 ; 趙天儀
文 .-- 五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10 .-- 32 面; 21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161-628-5 (精裝)
NT$250
861.599
讓您久等了. 2 / 五味太郎文.圖 ; 游佩
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
文化, 10911 .-- 3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876-95-1 (精裝) NT$240
861.599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 原著劇本 /
趙容編劇 ; 姜山插畫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01-450-7 ( 上 冊 : 平 裝 )
NT$520 .-- ISBN 978-986-401-451-4 (下
冊 : 平 裝 ) NT$520 .-- ISBN 978-986401-452-1 (全套:平裝)
862.55
垂涎三尺 / 金愛爛(김애린)著 ; 許先
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5-3293-7 (平裝) NT$350
862.57
沒人比我更厲害 / 金銀義作 ; 惠敬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1 .-- 40 面; 28 公分 .-- (迷繪本 ;
65)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433-3 (精裝) NT$300
862.599
便便公主 / 朴貞姬作 ; 朴世蓮繪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2 .-- 44
面; 27 公分 .-- (迷繪本 ; 64) .-- ISBN
978-957-521-430-2 (精裝) NT$300
862.599
銀河系邊緣的小異常 / 艾加. 凱磊
(Etgar Keret)著 ; 張茂芸, 王欣欣譯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Soul ; 40) .-- ISBN 978986-99244-1-2 (平裝) NT$350
864.357
泰戈爾詩集 / 泰戈爾著 ; 糜文開, 糜
榴麗, 裴普賢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72
面; 21 公分 .-- (經典文學) .-- ISBN
978-957-14-7003-0 (精裝)
867.51
朱鷺號三部曲. 三, 烽火劫 / Amitav
Ghosh 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608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
選) .-- ISBN 978-957-08-5646-0 (平裝)
867.57

越南民間故事 : 三海湖傳說 / 范玉俊
編寫 ; 紅河繪圖 ; 陳秋河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11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9184-5 (精裝) NT$230
868.3596
越南民間故事 : 五行山傳說 / 吳孟憐
編寫 ; 紅河繪圖 ; 陳秋河翻譯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11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9183-8 (精裝) NT$230
868.3596
越南民間故事 : 觀世音菩薩傳說 / 黎
清鵝編寫 ; 阮公歡繪圖 ; 陳秋河翻
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書,
10911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891-85-2 (精裝) NT$230
868.3596
鳥的戀情 / 麥留芳撰 .-- 初版 .-- 高雄
市 : 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10910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8685-8-7 (平裝) NT$280
868.851

臺灣文學
文青養成指南 : 臺灣文學史基本教
材 =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 國立臺灣
文學館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
臺灣文學館, 10911 .-- 2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69-7 (平裝)
NT$250
1.臺灣文學史 863.09
演繹鄉土 : 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 /
陳惠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
叢 書 . 臺 灣 文 學 叢 刊 ; 810014) .-ISBN 978-986-478-409-7 ( 平 裝 )
NT$460
1.臺灣小說 2.鄉土文學 3.文學評論
863.27
*日常拾筆 :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 2020 / 尹雯慧等作 ; 莊秀美
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圖書館,
1091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1-97-8 (平裝) NT$300
863.3
心蘭陽新筆力 : 蘭陽文學獎得獎作
品集. 2020 第九屆 / 何美諭等作 .-- 初
版 .-- 宜蘭市 : 宜縣文化局, 10911 .-193 面; 21 公分 .-- (蘭陽文學叢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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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 ISBN 978-986-5418-31-1 (平裝)
NT$300
863.3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 =
Takao / 潘鎮宇等作 ; 王聰威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8-1 (平裝) NT$250
863.3
吳濁流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 / 田
昭容總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1-52-6 (精裝)
NT$350
863.3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
/ 林榮森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 280 面;
21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ISBN 978-986-5422-49-3 ( 精 裝 )
NT$300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一.
2020 年第 23 屆, 新詩 散文 短篇小說
報導文學 母語文學 / 2020 年苗栗縣
23 屆夢花文學獎得獎者作 ; 邱廷岳
總編輯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910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0-48-2 (平裝) NT$250
863.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二.
2020 年第 23 屆, 小夢花 青春夢花 /
邱廷岳總編輯 .-- 第一版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910 .-- 27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20-49-9 ( 平 裝 )
NT$250
863.3
桃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屆 =
Chiayi literature award / 盧怡君總編
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嘉市文化局,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4-46-6 (平裝) NT$200
863.3
迴旋梯文學獎. 第 1 屆 / 圖書資訊處
圖書服務組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山醫學大學, 10911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3268-7-3 (平裝)
863.3
迴旋梯文學獎. 第 2 屆 / 圖書資訊處
圖書服務組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山醫學大學, 1091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3268-8-0 (平裝)
863.3
書寫青春. 17 :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
獎得獎作品合集. 第十七屆 / 聯經編
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10 .-- 400 面; 21 公分 .-- (聯副文
叢 ; 68) .-- ISBN 978-957-08-5635-4 (平
裝)
863.3
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 22 屆 / 夏
尚俐總編輯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
文化局, 10911 .-- 318 面; 21 公分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10) .-- ISBN
978-986-5427-37-5 (平裝) NT$200
863.3
松吟樓麗體文集 / 陳松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734) .-- ISBN 978-986-314-535-6 (平裝)
NT$420
863.4
相遇 / 沈瑞華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湖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澎湖縣作家作品集 ; 46) .-ISBN 978-986-5427-39-9 ( 平 裝 )
NT$150
863.4
筆耕墨耘在水頭 / 陳慧文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4-7 (平裝) NT$300
863.4
大海我閣來矣 / 王羅蜜多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20 面; 21 公分 .-(語言文學類 ; PC2484)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65-9 ( 平 裝 )
NT$300
863.51
大霹靂之後 / 江自得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4-5 ( 平 裝 )
NT$250
863.51
火山口的音樂 / 陳家帶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367-9 (平裝)
863.51

少女藍水蓮 / 林麗卿作 .-- 澎湖縣馬
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136 面; 21 公分 .-- (澎湖縣作家作品
集 ; 47) .-- ISBN 978-986-5427-40-5 (平
裝) NT$150
863.51
方詩三百首 / 方健次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方巧如, 10910 .-- 1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82-1 (平裝)
NT$250
863.51
白童夜歌 / 孫得欽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言寺 ; 73) .-- ISBN 978986-99661-0-8 (平裝) NT$350
863.51
台灣現代詩選. 2019 年 / 江自得等編
選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11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3-8 (平裝) NT$200
863.51
台灣隨想曲 / 方耀乾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島鄉臺文工作室,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台語文學 ; 12) .-- ISBN
978-986-95703-5-0 (平裝) NT$250
863.51
交換日記 / 張純禕著 ; Charlotte S.繪 .- 初版 .-- 桃園市 : 栗子文創工作室,
10912 .-- 8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89-1-2 (精裝) NT$350
863.51
全臺詩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 ; 施懿
琳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
文學館,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32-177-2 (第 61 冊:精裝) NT$400 .-ISBN 978-986-532-178-9 (第 62 冊:精
裝) NT$400 .-- ISBN 978-986-532-1796 (第 63 冊:精裝) NT$400 .-- ISBN 978986-532-180-2 ( 第 64 冊 : 精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32-181-9 (第
65 冊:精裝) NT$400
863.51
抓住了愛 / 鄧榮坤著 .-- 苗栗市 : 苗
縣府, 10911 .-- 216 面; 21 公分 .-- (苗
栗縣文學集. 2020 年, 文學家作品
集) .-- ISBN 978-986-5420-53-6 (平裝)
NT$200
863.51
阮兜隔壁彼間美術館 : 台語詩集 / 陳
金順著 .-- 新北市 : 遠景,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臺灣文學叢書 ; 202) .67

- ISBN 978-957-39-1120-3 ( 平 裝 )
NT$250
863.51
亞媺詩畫精選集 / 亞媺著 .-- 初版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10 .-- 324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詩叢 ; 149) .-- ISBN
978-986-314-530-1 (平裝) NT$720
863.51
風陵渡 / 龍青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2 .-- 13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9-4 (平裝) NT$280
863.51
島嶼之外 : 金馬詩畫中越文選集 =
Ngoài đảo / 鄭愁予等詩作 ; 余問耕,
阮藍田越文譯 .-- 金門縣金城鎮 : 行
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10910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693 (精裝)
863.51
寓言集. 2 : 死亡啟示錄 / 廖繼坤著 .-初版 .-- 臺北市 : 百香果, 10910 .-- 244
面 ;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97493-4-3 (平裝) NT$250
863.51
絲柏客詩詞集 / 蕭雄淋著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904-3 (平裝)
NT$480
863.51
最傷是回憶欲走還留 / 劉嘉路文 .-初版 .-- [宜蘭市] : 劉曉菁, 1091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48 (平裝) NT$130
863.51
結廬在雲間 / 林經豐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2-1 ( 平 裝 )
NT$300
863.51
溫一壺月光的咖啡 / 王有康, 劉穎姝
作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王 有 康 ,
10910 .-- 5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1-3 (平裝) NT$399
863.51
寫給我 62 個男人的備忘錄 / 陳克華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斑 馬 線 ,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0-3-9 (平裝) NT$320
863.51

蔣夢龍創作詩集 = Poetrys & couplet
creations of Jiang Meng Long / 蔣夢龍
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書
會, 10911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2-2 (平裝) NT$500
863.51
貓熊 / 阿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阿
葉, 10911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5-3 (平裝) NT$450
863.51
隱生宙 / 郭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社, 10912 .-- 18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97298-3-3 ( 平 裝 )
NT$350
863.51
讀詩 / 陳良欽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 180 面;
21 公分 .-- (蘭陽文學叢書 ; 85) .-ISBN 978-986-5418-37-3 ( 平 裝 )
NT$300
863.51
臟器外陋 / 林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10910 .-- 196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99210-2-2 ( 平 裝 )
NT$250
863.51
呂蒙正 : 破窯記 / 王金櫻劇本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閩南嶼文化,
10911 .-- 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335-1-6 (平裝) NT$350
863.54
阮劇團. 2018 : 劇本農場劇作選. VI /
胡疊, 鄧世昌, 李憶銖合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光文化發行, 10910 .-320 面; 21 公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97) .-- ISBN 978-957-39-1119-7 (平裝)
NT$300
863.54
魂顛記 = The apocalypse of fudingjin /
周慧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10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411-5 (平裝) NT$460
863.54
蝶飛夢舞 : 洪瓊芳劇作集 / 洪瓊芳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1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5-6 (平裝) NT$350
863.54
人間有情 / 梁純綉文 .-- 苗栗市 : 苗
縣府, 10911 .-- 292 面; 21 公分 .-- (苗
栗縣文學集. 2020 年, 文學家作品

集) .-- ISBN 978-986-5420-52-9 (平裝)
NT$200
863.55
三個太陽 / 徐世賢文.圖 .-- 初版 .-- 苗
栗市 : 沐日設計工作室, 10912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718-05 (平裝) NT$500
863.55
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優秀作品集.
109 年 / 洪資兆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岡山高中, 10910 .-- 160 面; 30 公
分 .-- (圖書館叢書 ; 12) .-- ISBN 978986-5451-21-9 (平裝)
863.55
中橫一甲子 : 我的梨山朋友和生態 /
徐江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松茂詩
人的家, 10910 .-- 2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677-0-9 ( 平 裝 )
NT$350
863.55
心靈的綠洲 : 遇見翻轉人生的一句
話 / 王壽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02-9 (平裝) NT$300
863.55
未成年在想什麼鬼 / 黃常恩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98 (平裝) NT$280
863.55
生態校園美麗暨大 / 潘祈賢著 .-- 初
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暨大, 10912 .-2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1-6-0 (平裝) NT$400
863.55
走出絕望 迎向光明. 十 : 忠義文學獎
更生組得獎作品專輯. 第十二屆 / 黃
國彰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關聖文
化世界弘揚協會, 明聖經推廣學會,
10910 .-- 422 面; 27 公分 .-- (關公文學
系列) .-- ISBN 978-986-99684-1-6 (平
裝)
863.55
我們不在咖啡館 : 作家的故事,第一
手臺灣藝文觀察報導 / 陳宛茜著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11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8-5 (平裝) NT$380
863.55
快樂是呼吸 : Yilianboy 游泳教練首部
寫真散文,那些歸屬感、幸福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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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和愛 / Yilianboy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拾青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59-1-1 (平裝) NT$600
863.55
花間讀詞 : 四十二首歌詠心醉與心
碎的動人詞話 / 琹涵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43) .-- ISBN 978-986-450-320-9 (平
裝) NT$300
863.55
孤獨培養皿 / 鄭宜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19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186) .-- ISBN 978-986-99530-8-5
(平裝) NT$450
863.55
時光抽屜 : 董敏芝拾珍散文集 / 董敏
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 :
華宣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話系列) .-- ISBN 978-957-556892-4 (平裝)
863.55
師者. 第貳冊 / 王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善聞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61-8-8 (精裝) NT$300
863.55
浯島生活記事 : 那些人、那些事 / 陳
麗玉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縣文化局, 10910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1-6 ( 平 裝 )
NT$300
863.55
球場內外 / 老溫, 鄭湯尼, 剛田武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0910 .-- 1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6-2 ( 平 裝 )
NT$270
863.55
登山邀約片語 / 徐亨捷作 .-- 初版 .-苗栗縣公館鄉 : 永續城鄉發展文教
基金會,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文庫 ; 4) .-- ISBN 978-986-91375-4-6
(平裝) NT$300
863.55
黃世團異鄉隨筆集 / 黃世團作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3-0 (平裝) NT$300

863.55
琦君小品 / 琦君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品味經典) .-- ISBN
978-957-14-6998-0 (平裝)
863.55
晴雨同沐 / 茶美人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元國印刷廠,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5-0-4 (平裝)
NT$360
863.55
曾經在一個美麗地方 / 林世英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6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2-8 (平裝) NT$700
863.55
間隙 : 寫給受折磨的你 / 平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160 (平裝) NT$400
863.55
越頭看大山 : 故鄉的沓沓滴滴 / 陳忠
本著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911 .-- 312
面; 21 公分 .-- (苗栗縣文學集. 2020
年, 母語文學創作集) .-- ISBN 978986-5420-54-3 (平裝) NT$200
863.55
蒼白球日誌. 2020, 夏 = Records in the
Globus Pallidus summer. 2020 / 蒼白球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簡 靖 航 ,
10910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8-2 (平裝)
863.55
寫在課本留白處 / 徐國能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43) .-- ISBN 978-986-450-319-3
(平裝) NT$320
863.55
職場冷暖集 / 老溫, 米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10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4-8 (平裝) NT$260
863.55
鏡前鏡後 / 林青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10 .-- 320 面; 23 公
分 .-- (People ; 454) .-- ISBN 978-95713-8417-7 (平裝) NT$500 .-- ISBN 978957-13-8426-9 (精裝) NT$1500
863.55

顯示更多 / 李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5) .-- ISBN 978-957-138433-7 (平裝) NT$350
863.55
讓我聽見你們的聲音 /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管理處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57-36-5 ( 精 裝 )
NT$250
863.55
X 人執照 = Licence to kill / 蔡金燕, 楊
允辰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0-176-0 (平裝) NT$320
863.57
女鬼事務所 / 林清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邀月文化, 10910 .-- 256 面; 20
公分 .-- (霓幻鑰系列 ; K6001) .-- ISBN
978-957-8696-31-0 (平裝) NT$250
863.57
大港的女兒 / 陳柔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44-842-6 ( 平 裝 )
NT$400
863.57
天巡者 : 電視劇小說 / 三立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監製 ; 林若晞, 蕭譯瑋劇本 ;
李則攸, 巫尚益小說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2-0 (平裝)
863.57

ISBN 978-986-319-514-6 (卷 6:平裝)
NT$270
863.57
王爺真香 / 泠豹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6201) .-ISBN 978-986-5555-92-4 ( 平 裝 )
NT$260
863.57
可惜了初夜 / 倪淨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0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51-7 (平裝) NT$190
863.57
玉集子 / 典心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典心小舖, 10910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04-0-2 ( 平 裝 )
NT$650
863.57
布爾喬亞的半山腰 / 水瓶鯨魚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0911 .-- 224 面; 23 公分 .-- (雙囍圖
像 ; 1) .-- ISBN 978-986-98388-5-6 (平
裝) NT$360
863.57
台灣好「棒」! / 秀霖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0911 .-- 238 面; 21 公
分 .-- (要青春 ; 72)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5-1 (平裝) NT$300
863.57
再續前生緣 / 鄭湯尼, 六色羽, 君靈鈴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 10910 .-- 1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3-1 (平裝) NT$230
863.57

不知春 / 江茂丹著 .-- 苗栗市 : 苗縣
府, 10911 .-- 504 面; 21 公分 .-- (苗栗
縣文學集. 2020 年, 資深作家文集) .-ISBN 978-986-5420-55-0 ( 平 裝 )
NT$200
863.57

你好,我命運般的戀人 / 謙緒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11 .-- 238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73)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6-8 (平裝)
NT$300
863.57

太歲 / 星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蓋
亞文化, 10910 .-- 冊 .-- (星子故事書
房 ; TS020-TS026) .-- ISBN 978-986319-509-2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319-513-9 ( 卷 5: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19-510-8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319511-5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19-512-2 (卷 4:平裝) NT$280 .--

見鬼了,是愛情啊 / 喬寧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63) .-- ISBN 978-986-335-635-6 (平
裝) NT$26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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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幹過的蠢事 / 賀景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0911 .-- 336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12) .-- ISBN
978-986-99492-1-7 (平裝) NT$380

863.57

863.57

明天,我想和你談戀愛 / 米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51) .-- ISBN 978986-99230-4-0 (平裝) NT$280
863.57

島山嶼海的青春 : 神狗少年 / 林哲璋
等文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0911 .-- 288 面; 22 公分 .-- (文學書
屋) .-- ISBN 978-986-98108-7-6 (平裝)
NT$360
863.57

供奉 : 虎樹門卷 / 貓頭鷹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64-222-9 (平裝) NT$450
863.57

時尚女王 / 陳零著 .-- 臺北市 : MIA,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87-6 (平裝) NT$280
863.57

抱緊夫君金大腿 / 雷恩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5901) .-ISBN 978-986-5555-80-1 ( 平 裝 )
NT$300
863.57
染上你的顏色 / 依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0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11-2-9 (平裝)
NT$270
863.57
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 / 李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441-2 (平
裝) NT$320
863.57
食肉目的謠唱 / 星冽 81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註異文庫出版 : 小朋友文
化發行, 10912 .-- 380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9634-0-4 ( 平 裝 )
NT$380
863.57
染香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藍海系列 ; E95701) .-- ISBN 978-9865555-77-1 (平裝) NT$270
863.57
紅眼日常 / 黑潔明作 .-- 桃園市 : 黑
潔明工作室,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紅眼意外調查公司) .-- ISBN
978-986-99703-0-3 (平裝) NT$380
863.57
星際首席檢察官 / YY 的劣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091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38-3 (第 4 冊:平裝)

*逆風高飛的翅膀 / 寧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 1091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87-8-4 (平裝)
NT$200
863.57
陽和春暖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76) .-- ISBN
978-986-98305-9-1 (平裝) NT$300
863.57
遊戲結束之前. 3, 抉擇禁止 / 草子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三日月書版發行,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23-9 (平裝)
863.57
豪商小主母 / 春野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10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5501) .-- ISBN
978-986-5555-69-6 (平裝) NT$260
863.57
誰在森林後面 / 林從一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332 面; 21 公分 .-- (生活
美學 ; 6) .-- ISBN 978-986-99553-2-4
(平裝) NT$350
863.57
撩姊姊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馬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室發
行,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
桃 ; 1461) .-- ISBN 978-986-335-633-2
(平裝) NT$220
863.57
餓狼萬人迷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
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室
發行,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紅
櫻桃 ; 1462) .-- ISBN 978-986-335-6349 (平裝) NT$21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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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結同心 / 寧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6401) .-ISBN 978-986-5555-93-1 ( 平 裝 )
NT$300
863.57
翻進宜蘭座 / 詹雅晴作 .-- 初版 .-- 宜
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250 面; 21 公分 .-- (蘭陽文學叢書 ;
84) .-- ISBN 978-986-5418-36-6 (平裝)
NT$300
863.57
水色交換日記 / 夏嵐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培育文化,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勵志學堂 ; 74) .-- ISBN 978986-99522-1-7 (平裝) NT$200
863.596
*心有靈犀 / 陳碏文 ; L. Eason 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10 .-- 224
面; 21 公分 .-- (少年小說精選 ; 10) .-ISBN 978-957-9047-71-5 ( 平 裝 )
NT$280
863.596
火蜥蜴的冬日節假期 / 封狼文 ; 雲昌
宜(Mimi Cloud)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巴巴文化,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03-5-0 (平
裝)
863.596
相片門. 第 1 集 : 巴澤海笛的傳說 /
黃麗玟著 ; 浴巾老師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小文創, 10911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2986-3-6 (平裝)
NT$220
863.596
相片門. 第 2 集 : 尋找生命樹 / 黃麗
玟著 ; 浴巾老師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小文創, 10911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2986-4-3 ( 平 裝 )
NT$220
863.596
越好聽.印好記! : 有趣的故事 = câu
chuyện thú vị = cerita yang menarik / 范
玉鑾等圖文創作 ; 陳璧君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10910 .-- 30
面; 32 公分 .-- 注音版; 中越印對照 .- ISBN 978-986-5425-63-0 ( 平 裝 )
NT$200
863.596
臺南小王子 / 子魚著 ; KIDISLAND.
兒童島圖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

報,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58-3 (平裝) NT$280
863.596

教育繪本;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41-98-2 (精裝菊 4k)
863.599

台北時光機 : 藍色公路 = Taipei time
machine the blue highway = 台北タイ

蘇菲 = Sophie / 黃書平文 ; G.E. LEO
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傳愛家族傳播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4912-4-2 (平
裝) NT$480
863.596

天上人間的小水滴啊! / 夏可泰文 ;
涂心祐, 陳巧妏, 何沛玹圖 .-- 初版 .-屏東縣高樹鄉 : 屏東縣舊寮國小,
10910 .-- 3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8-3 (精裝) NT$250
863.599

타임머신 블루 하이웨이 / 奇奇老師,
石虎老師作 ; Zhu Pin 繪 .-- 臺北市 :
綠雷德文創, 10912 .-- 42 面; 28X21 公
分 .-- 注音版; 中英日韓對照 .-- ISBN
978-986-95720-3-3 (精裝) NT$360
863.599

屋簷上的祕密 / 林芳萍著 ; 謝祖華
繪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林芳
萍散文集 ; 1) .-- ISBN 978-986-553595-7 (平裝) NT$350
863.597

比利,你在哪裡? / 米雅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28 面; 16X16
公分 .-- (繪讀) .-- ISBN 978-957-146987-4 (精裝)
863.599

好好玩.等一下 : 親子共玩遊戲書 / 林
月琴總編輯 .-- 臺北市 : 靖娟兒童安
全文教基金會, 10910 .-- 20 面; 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60793-3 (平裝)
863.599

小紅帽念兒歌 / 謝明芳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愛智, 10910 .-- 20 面;
18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08-558-1 (精裝) NT$180
863.598
57 號小豹 / 郭瀞婷文 ; 傅馨逸圖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3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693-5 (精裝) NT$300
863.599
小河馬的煩惱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
育協會文 ; 黃建中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911 .- 40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39-72-9 (精裝)
863.599
小魚散步 / 陳致元文.圖 .-- 三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 10910 .-- 4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29-2 (精裝)
NT$300
863.599
小棉花 / 葉曼玲文.圖 ; 大盼翻譯 .-新北市 : 葉曼玲, 10911 .-- 32 面; 26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180-7 (精裝) NT$500
863.599
*小種子的旅行 / 張丹綺圖.文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
109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2-7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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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X43 公分 .-- 正確職業觀念

比利,你在做什麼? / 米雅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28 面;
16X16 公分 .-- (繪讀) .-- ISBN 978957-14-6988-1 (精裝)
863.599
比利生病了 / 米雅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1 .-- 28 面; 16X16 公
分 .-- (繪讀) .-- ISBN 978-957-14-69898 (精裝)
863.599
比利坐公車 / 米雅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1 .-- 34 面; 23 公分 .- ( 繪 讀 ) .-- ISBN 978-957-14-6985-0
(精裝)
863.599
比利喜歡花 / 米雅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1 .-- 32 面; 23 公分 .- ( 繪 讀 ) .-- ISBN 978-957-14-6991-1
(精裝)
863.599
不是檳榔的小種子? / 吳箴言圖.文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1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473 (精裝)
863.599
王爺奶奶回娘家 / 吳貴德, 曾慧純故
事編寫 ; 黃曉音等繪圖 .-- 初版 .-- 屏
東縣九如鄉 : 屏東縣九如國小,
10911 .-- 2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59-0 (精裝) NT$280
863.599
不對、不對 / 黃郁欽文.圖 .-- 二版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40 面; 25
公分 .-- (小魯原創繪本 ; 25)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13-99-3 (精裝)
NT$320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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ム マ シ ー ン 青 い 道 = 타이페이

再見,秋天! / 李姮津圖.文 .-- 彰化市 :
彰化縣環保局, 10910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82-7 (平裝)
863.599
好想當國王 / 蔡明翰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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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3-5
(精裝)
863.599
村子亮起來吧! / 黃奕穎, 邱文慈文.
繪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1 .- 2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4-51-0 (精裝)
863.599
沒有無聊的小學 : 向日葵專賣店 / 賴
呈哲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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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91-0 (精裝)
863.599
沒有無聊的小學 : 老師使用說明書 /
黃心悅等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 10910 .-24 面; 26X19 公分 .-- (小團體創意繪
本系列 ; 4) .-- ISBN 978-986-5413-98-9
(精裝)
863.599
貝貝和好朋友 : 生日時刻 / 劉小屁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40 面; 26 公分 .-- (小小鸚鵡螺) .-ISBN 978-957-14-6981-2 (精裝)
863.599
貝貝和好朋友 : 聖誕大形動 / 劉小屁
文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

10911 .-- 40 面; 26 公分 .-- (小小鸚鵡
螺) .-- ISBN 978-957-14-6982-9 (精裝)
863.599

986-5419-26-4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
863.599

沈沒的學校 / 郭治呈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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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4-2
(精裝)
863.599

東東的咚咚鏘 / 林秋萍文 ; 周子涵
圖 .-- 宜蘭市 : 宜縣宜蘭國小, 10912 .- 5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8-32-8 (精裝) NT$480
863.599

我的情緒調色盤 / 李宥蓁等文.圖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
國民小學, 10910 .-- 24 面; 26 公分 .-(小團體創意繪本系列 ; 5) .-- ISBN
978-986-5462-01-7 (精裝) NT$850
863.599
秀英花的回憶 : 莉樺的時空之旅 / 蔡
囷祐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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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7-3 (精裝)
863.599
我家住在田中央 / 石麗蓉文.圖 .-- 宜
蘭市 :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44 面; 20X20 公分 .-- (蘭陽創作繪本 ;
9) .-- ISBN 978-986-5418-35-9 (精裝)
NT$320
863.599
我最愛操場 / 詹亦茹等圖 ; 顏淑華
文 .-- 1 版 .-- 彰化縣溪州鄉 : 彰化縣
成功國小, 10910 .-- 2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3-81-0 (平裝)
863.599
抗糖小勇士 / 鄧妍玲文.圖 .-- 初版 .-新北市 : 新北市五華國小, 10910 .-24 面; 27 公分 .-- (個人創意繪本系
列) .-- ISBN 978-986-5413-90-3 (精裝)
863.599
芋寶養成記 / 利佳龍, 李子慶文 ; 李
子慶圖 .-- 臺中市 : 中市德化國小,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34-8 (精裝) NT$450
863.599
和比利一起玩 / 米雅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36 面; 23 公
分 .-- (繪讀) .-- ISBN 978-957-14-69867 (精裝)
863.599
阿西路愛 = Asiroay / 陳雅雯等故事編
寫 ; 廖羿剴等繪圖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豐年國小, 兒童文藝基金會,
10911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阿芙特村的月光節 / 曾紀璇文 ; 劉小
蜜圖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暨大
出版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
文創新 與社會 實踐 研究中 心發行 ,
10910 .-- 48 面; 22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411-5-3 (精裝) NT$350
863.599
怪獸媽媽 / 貓魚文.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35-97-1 (精
裝) NT$350
863.599
阿鰻闖天關 / 陳秋玉作 .-- 彰化市 : 彰
化縣環保局, 10910 .-- 28 面; 21X30 公
分 .-- (彰化縣環境教育小繪本)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423-83-4 (平裝)
863.599
是什麼味道? / 李玉娟文.圖 .-- 嘉義縣
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1 .-- 24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449-7 (精裝)
863.599
哞哞要去動物園 / 小牛津編輯團隊
企劃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
國際文化,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小牛津幼兒高 EQ 啟發繪本系列)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459-4-6 (精裝) NT$350
863.599
哞哞開心上學去 / 余韋德圖 ; 小牛津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
化,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小牛津
幼兒高 EQ 啟發繪本系列)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459-5-3
(精裝) NT$350
863.599
前面還有什麼車? / 哲也文 ; 劉貞秀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小魯創作
繪本) .-- ISBN 978-986-5566-01-2 (精
裝)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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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得和你在一起 / 田紫靈等文.圖 .-屏東縣來義鄉 : 屏東縣南和國小,
10910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0-6 (精裝) NT$250
863.599
海牛憨哥的珍珠 = Brother Han / 周致
成等著 .-- 初版 .-- 彰化縣芳苑鄉 : 彰
縣芳苑國小, 10910 .-- 3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79-7 (精裝)
863.599
荳荳的冒險旅行 / 黃書瑩, 蘇意筑圖.
文 .-- 初 版 .-- 臺 南 市 : 蘇 意 筑 ,
10911 .-- 72 面; 20X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43-8186-9 (精裝)
NT$450
863.599
甜甜辣辣,我們一起 = Manis pahitnya
hidup, kita tetap bersama / 洪淑惠文 ;
青椒日記繪 ; 孫珮珊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中印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2-174-1 (精裝)
863.599
紫色飛行 / 光風作 ; 蔡馥榕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1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57 (精裝) NT$360
863.599
尋找水精靈 / 林國豪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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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6-6
(精裝)
863.599
黃虎印 : 新編台語繪本 / 姚嘉文原著 ;
張琪培圖文 .-- 初版 .-- [彰化市] : 關
懷文教基金會, 10910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1-1-4 (精裝)
NT$250
863.599
蛙要看海 / 陳紹翔文.繪 .-- 嘉義縣太
保市 : 嘉縣府, 10911 .-- 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4-50-3 (精裝)
863.599
琵琵來作客 / 陳妙芬文.繪 .-- 嘉義縣
太保市 : 嘉縣府, 10911 .-- 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4-48-0 (精裝)
863.599
喀噠喀噠喀噠 / 林小杯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12 .-- 44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9380-74-4 (精裝)
NT$350
863.599
想飛 = Fly high / 劉美珍圖.文 .-- 初
版 .-- 高雄市 : 英倫國際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83555-8-3 (精裝)
863.599
媽媽,打勾勾 / 陶樂蒂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12 .-- 42 面;
20X20 公分 .-- (小魯創作繪本) .-ISBN 978-986-5566-00-5 (精裝)
863.599

毋盼得 : 細人仔狂想童話集 / 彭歲玲
等合著 .-- 初版 .-- 臺東市 : 東縣府,
10910 .-- 104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19-25-7 (精裝)
NT$300
863.759

發展協會作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
鄉 :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
會, 10911 .-- 1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564-1-6 (精裝) NT$350
863.859

知識、技藝與身體美學 : 台灣原住
民漢語文學析論 / 陳伯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13 (平裝) NT$450
1.臺灣文學 2.臺灣原住民 3.文學評
論 863.8

西洋文學

塑膠袋小兔的冒險 : 海廢的小旅行 /
suyu 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
意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6-4 (精裝)
NT$360
863.599

Talacowa Kamo = 循山 = Where are you
going? / Namoh Onor(萬文忠)口述 ;
Moli Ka'ti(摩力.旮禾地)油畫 ; Awa(劉
于仙)文字 .-- 初版 .-- 花蓮市 : 你說說
工作室, 10910 .-- 48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99692-0-8 (精裝)
863.859

對抗病毒大作戰 / 陳育佑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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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8-0
(精裝)
863.599

yaki 的織布聲 / 賴秀慧作 .-- 苗栗市 :
苗縣府, 10911 .-- 36 面; 21 公分 .-- (苗
栗縣文學集. 2020 年, 兒童文學創作
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056-7 (精裝) NT$250
86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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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X43 公分 .-- 正確職業觀念教育
繪本;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4197-5 (精裝菊 4k)
863.599

我的部落我的家 = Alang mu ni sapah
mu / 明利國小附設幼兒園全體師生
及家長文.圖 .-- 花蓮縣萬榮鄉 : 花蓮
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 10910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3-2 (精裝)
863.859

貓頭鷹的絕地大反攻 / 廖振宇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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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5-9 (精裝)
863.599

查拉密 = Calavi / 林雅琳等故事編寫 ;
林哲頡等繪圖 .-- 初版 .-- 臺東縣太麻
里鄉 :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國民小
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9-31-8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
863.859

蟲蟲美食家 / 周亦方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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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13-89-7
(精裝)
863.599
花缽仔種菜 : 江昀札記 / 江昀著 .-- 桃
園市 : 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
會, 10911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283-5-0 (平裝) NT$390
863.755

追 逐 白 鹿 的 傳 說 = Inkahiwan
qmaqutilh mapuzipuzi a lhkaribush a
qnuan a lalawa /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
化發展協會作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
鄉 :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
會, 10911 .-- 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564-2-3 (精裝) NT$350
863.859
森林裡的秘密火種與嘀咕的占卜鳥
= Mantabal rabu a fitfit numa shmashuni
malhinuna /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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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魔幻女孩 / 蘇菲.金索拉作 ; 牛
世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0910 .-- 464 面; 21 公分 .-(Lámour love more ; 14) .-- ISBN 978957-741-304-8 (平裝) NT$390
873.57
婚禮之途 : 美學大師約翰.伯格在生
命流動中見證永恆的小說 / 約翰.伯
格(John Berger)著 ; 吳莉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41-9 (平裝) NT$350
873.57
野獸該死 / 尼可拉斯.布雷克(Nicholas
Blake)作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Mystery world ; MY0016) .-ISBN 978-986-5509-49-1 ( 平 裝 )
NT$380
873.57
過去式 / 李查德(Lee Child)著 ; 簡秀
如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2 .-- 41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97 種)(李查德作品 ; 23) .-ISBN 978-957-33-3634-1 (平裝)
873.57
裝 幀 師 / 布 莉 琪 . 柯 林 斯 (Bridget
Collins)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故事盒
子 ; 64) .-- ISBN 978-986-384-460-0 (平
裝)
873.57
傲慢與偏見 /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著 ; 劉珮芳, 鄧盛銘譯 .-- 三版 .-- 臺
中市 : 好讀,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典 ; 131) .-- ISBN 978-986178-528-8 (平裝) NT$320
873.57
聖誕頌歌 / 查爾斯.狄更斯著 ; 何姝插
畫 ; 鄧嘉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

宙光全人關懷, 10911 .-- 240 面; 19 公
分 .-- (經典文學 ; 01) .-- ISBN 978-957727-587-5 (精裝) NT$350
873.57
SOS!公主出任務. 2, 海豚的呼救 / 寶
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陳子萱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Much 讀
本 ; 76) .-- ISBN 978-957-521-434-0 (平
裝) NT$200
873.596
年輕的國王 / 王爾德(Oscar Wilde)原
著 ; 黃筱茵改寫 ; 陳怡庭繪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步 步 , 遠 足 文 化 ,
10911 .-- 8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9380-72-0 ( 平 裝 )
NT$240
873.596
金銀島 / 史帝文生文 ; 麥克努雪夫圖 ;
郝廣才譯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6-1 (平裝) NT$280
873.596
格列佛遊記(中英雙語典藏版) / 強納
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作 ; 張惠
凌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0911 .-- 296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03) .-- ISBN 978-986-5529-80-2 (精裝)
NT$270
873.596
懶洋洋的噴火龍 / 肯尼斯.葛拉罕
(Kenneth Grahame)原著 ; 黃筱茵改寫 ;
廖書荻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73-7 (平裝) NT$240
873.596
小老鼠獅子心 / 瑞秋.布萊特(Rachel
Bright)文 ;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
林鈺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1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17-46-5 (精裝)
873.599
不 可 能 啦 ! / 崔 西 . 柯 德 雷 (Tracey
Corderoy)作 ; 托尼.尼爾(Tony Neal)繪 ;
呂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3-6 (精裝) NT$300
873.599
伊索的異想世界 : 貪心的狗 = The
dog and his reflection / 凱蒂.露絲圖.文 ;

曾筱涵翻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7-44-8 (精
裝)
873.599
池塘裡的鴨霸王 : 你們都要聽我的! /
艾莉森.里奇(Alison Ritchie)作 ; 漢娜.
喬治(Hannah George)繪 .-- 初版 .-- 高
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32 面; 28X26 公分 .-- (迷繪
本 ; 64) .-- ISBN 978-957-521-435-7 (精
裝) NT$300
873.599
快一點,蒂蒂! / 溫蒂.邁杜爾(Wendy
Meddour)文 ; 丹尼爾.伊格尼斯(Daniel
Egneus)圖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005 .-- 40 面; 27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354-7 (精裝)
873.599
吵 架 的 松 鼠 / 瑞 秋 . 布 萊 特 (Rachel
Bright)文 ;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1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47-2 (精裝)
873.599
海 底 世 界 / 克 萊 爾 . 勞 埃 德 (Clare
Lloyd)文 ; 伊麗.沃德(Elle Ward)圖 ; 李
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35 (精裝) NT$500
873.599
恐 龍 寶 寶 / 克 萊 爾 . 勞 埃 德 (Clare
Lloyd) 文 ; 彼 得 . 明 尼 斯 特 (Peter
Minister)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2-8 (精裝) NT$500
873.599
偏食的小驢 / 安娜斯卡 . 艾勒帕茲
(Anuska Allepuz)作.繪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本 ; 66) .-ISBN 978-957-521-436-4 ( 精 裝 )
NT$300
873.599
無尾熊辦得到 / 瑞秋.布萊特(Rachel
Bright)文 ;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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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17-48-9 (精裝)
873.599
愛吹牛的獨角仙 / 瑪雅.嘉貝麗.里奧
納 (M.G. Leonard) 作 ; 鄧 肯 . 畢 迪
(Duncan Beedie)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迷繪本 ; 62) .-- ISBN 978-957-521432-6 (精裝) NT$300
873.599
每個偉大的女人背後都有一隻超棒
的貓 / 賈絲汀.索羅蒙斯-莫特(Justine
Solomons-Moat) 作 ; 露露. 梅約(Lulu
Mayo)插畫 ; 蘇文君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11 .-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3-8 (精裝) NT$480
873.6
永夜漂流 / 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
(Lily Brooks-Dalton)著 ; 康學慧譯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
10910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0-7 (平裝) NT$350
874.57
在曼哈頓遇見吳爾芙 / 瑪姬.吉
(Maggie Gee)作 ; 陳錦慧譯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0911 .-- 456 面; 21 公分 .- (譯叢 ; 89) .-- ISBN 978-986-323-3619 (平裝) NT$460
874.57
回憶與誤解 / 金凱瑞作 ; 林力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11001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2-9 (平
裝)
874.57
書癡妮娜的完美生活 / 艾比.渥克斯
曼(Abbi Waxman)作 ; 吳宜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 希代
多媒體發行, 10910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25-3 (平裝)
874.57
莫爾格街兇殺案 : 愛倫坡短篇小說
選 / 埃得加.愛倫.坡著 ; 沈筱雲, 周樹
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笛 藤 ,
1091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00-5 (平裝) NT$300
874.57
黃衣國王 / 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W.
Chambers)作 ; 楊芩雯譯 .-- 初版 .-- 桃
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0912 .-- 544 面;

15 公分 .-- (言寺 ; 74) .-- ISBN 978986-99661-1-5 (平裝) NT$380
874.57
黑色魔咒. 4, 睡美人:極惡之咒 / 瑟琳
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 陳
思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小說系
列) .-- ISBN 978-957-658-441-1 (平裝)
NT$360
874.57
搶救亞當斯密 : 一場財富、轉型與
道德的思辨之旅 / 強納森.懷特
(Jonathan B. Wight)著 ; 江麗美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經濟趨勢 ; 48) .-- ISBN
978-986-99162-7-1 (平裝) NT$400
874.57
獨角獸專案 : 看 IT 部門如何引領百
年 企業 振衰 起敝 , 重返榮耀 / Gene
Kim 原著 ; 沈佩誼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5-3 (平裝)
874.57
大森林裡的小木屋 / 蘿拉.英格斯.懷
德(Laura Ingalls Wilder)作 .-- 初版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大師名著 ; 9) .-- ISBN 978986-99212-7-5 (平裝) NT$320
874.596
守護奧多,我的倭黑猩猩 / 艾略特.史
瑞福(Eliot Schrefer)著 ; 鄒嘉容譯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92-6 (平裝) NT$350
874.596
星 星 女 孩 / 杰 瑞 . 史 賓 納 利 (Jerry
Spinelli)著 ; 梁永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0911 .-- 248 面; 21 公分 .-(小說精選) .-- ISBN 978-957-08-56361 (平裝)
874.596
狼王羅伯 : 「動物文學之父」西頓
不朽經典 /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
(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 聞翊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2 .-- 22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41-1 (平裝)
874.596

魔法童話. 4, 黑暗大軍 / 克里斯.柯爾
弗(Chris Colfer)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冊 .-- (PLUS 讀本 ; 12-13) .-- ISBN 978957-521-437-1 (全套:平裝) NT$420
874.596
100 隻 壞 野 狼 / 瓦 勒 利. 戈 巴 契 夫
(Valeri Gorbachev)文.圖 ; 姚文雀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440-356-1 (精裝)
874.599
大男孩不哭 / 強提.豪利(Jonty Howley)
文.圖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1 .-- 48 面; 28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353-0 (精
裝)
874.599
我要離家出走! / 荷麗.奈能(Holly L.
Niner)文 ; 伊莎貝拉.昂格羅(Isabella
Ongaro)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光點, 10912 .-- 32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17-45-8 (精裝)
874.599
我是驚嘆號 /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
(Amy Krouse Rosenthal)文 ; 湯姆.利希
騰赫德(Tom Lichtenheld)圖 ; 黃筱茵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56 面; 28 公分 .-- (紅繪本) .-- ISBN
978-957-32-8894-7 (精裝) NT$330
874.599
神奇樹屋, 特別篇. 1 : 棒球的大日子
/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文 ; 吳健豐圖 ; 蔡冠群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2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96-4 (平裝) NT$300
874.599
瘋狂愛上書 / 裘蒂.席耶拉(Judy Sierra)
文 ; 馬可.布朗(Marc Brown)圖 ; 李紫
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
文化, 10911 .-- 32 面; 3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876-94-4 (精裝)
NT$300
874.599
湖 濱 散 記 / 亨 利 . 梭 羅 (Henry D.
Thoreau)著 ; 林麗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0912 .-- 432 面; 21 公分 .-- (Golden
Age ; 42) .-- 復刻 1854 年初版書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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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 萬字專文導讀、精選中英對照
絕美語錄 .-- ISBN 978-986-384-462-4
(平裝)
874.6
童話夢工場 : 胡桃鉗聖誕奇遇 / 霍夫
曼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12 .-- 192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場 ; 5) .-ISBN 978-957-521-429-6 ( 平 裝 )
NT$250
875.596
蘋果樹小女巫 : 特別的聖誕節 / 薩比
娜.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 薩賓娜.
比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 張懌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762-698-1 ( 平 裝 )
NT$280
875.596
迪斯可 / 弗勞克.安琪兒(Frauke Angel)
作 ; 茱莉亞.杜爾(Julia Dürr)繪 ; 呂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22322-9 (精裝) NT$300
875.599
夜讀巴塔耶 / 朱嘉漢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0912 .-- 256 面;
15 公分 .-- (言寺 ; 72) .-- ISBN 978986-98170-9-7 (平裝) NT$380
1.巴塔耶(Bataille, Georges, 1897-1962)
2.法國文學 3.文學評論 876.4
娜娜 / 左拉(Émile Zola)著 ; 羅國林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新 潮 社 ,
11001 .-- 496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782-2
(平裝)
876.57
山是我的家 / 馮思瓦.歐比諾(François
Aubineau)文 ; 傑鴻.貝哈(Jerome Payrat)
圖 ; 陳怡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440-3585 (精裝)
876.599
不會游泳的獅子 / 馬丁. 巴茲塞特
(Martin Baltscheit) 文 ; 馬 克. 布 塔 方
(Marc Boutavant)圖 ; 吳愉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 10911 .-- 40
面; 26 公分 .-- (繪本夏令營 ; 29)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6215-98-8 (精裝)
NT$280

876.599
馬爾多羅之歌 /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eamont)著 ; 車槿山譯 .-- 初版 .-新北市 : 新雨, 10912 .-- 448 面; 21 公
分 .-- (經典 ; 31) .-- ISBN 978-986-227287-9 (平裝)
876.6
風之電話亭 / 勞烏拉.伊麥.梅希納
(Laura Imai Messina)作 ; 倪安宇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774-8-0 ( 平 裝 )
NT$360
877.57
愛的教育精選 / 艾德蒙多.德.亞米契
斯(Edmondo De Amicis)原著 ; 陳宏淑
改寫 ; 儲嘉慧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遠足文化, 10911 .-- 76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70-6 (平裝) NT$240
877.596
可愛翻翻立體書 : 白雪公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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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760-5 (精裝)
879.599
可愛翻翻立體書 : 森林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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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759-9 (精裝)
879.599
驚 喜 跳 跳 立 體 書 : 動 物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幼 福文 化 , 10911 .-- 1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12 (精裝)
879.599
驚 喜 跳 跳 立 體 書 : 對 比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幼 福文 化 , 10911 .-- 1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29 (精裝)
879.599
驚 喜 跳 跳 立 體 書 : 數 字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幼 福文 化 , 10911 .-- 1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36 (精裝)
879.599

驚 喜 跳 跳 立 體 書 : 顏 色 / YOYO
BOOKS 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幼 福文 化 , 10911 .-- 14 面 ;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43 (精裝)
879.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森林報報 : 冬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
事! /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著 ; 卡佳.
莫洛措娃(Katya Molodtsova)繪 ; 王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24 面; 21 公
分 .-- (小木馬自然好有事 ; 4) .-- ISBN
978-986-359-839-8 (平裝) NT$360
880.599
森林報報 : 秋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
事! /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著 ; 卡佳.
莫洛措娃(Katya Molodtsova)繪 ; 王汶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40 面; 21 公
分 .-- (小木馬自然好有事 ; 3) .-- ISBN
978-986-359-838-1 (平裝) NT$360
880.599
賽門.史塔倫哈格科幻繪本三部曲 :
洪水過後 / 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32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701-0-5 (精裝) NT$900
881.357
賽門.史塔倫哈格科幻繪本三部曲 :
迴圈奇譚 / 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98774-9-7 (精裝) NT$900
881.357
賽門.史塔倫哈格科幻繪本三部曲 :
電幻國度 / 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701-1-2 (精裝) NT$900
881.357
騎鵝歷險記 / 賽爾瑪.拉格洛夫著 ; 萬
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1 .-- 冊 .-- (愛經典 ; 44-45) .-ISBN 978-957-13-8422-1 (上冊: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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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60 .-- ISBN 978-957-13-8423-8 (下
冊:精裝) NT$360 .-- ISBN 978-957-138424-5 (全套:精裝)
881.3596
騎鵝歷險記 / 賽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原著 ; 施養慧改寫 ; 九子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11 .-- 8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69-0
(平裝) NT$240
881.3596
老皮,快放鞭炮 / 諾克威斯特(Sven
Nordqvist)著 ; 汪培珽譯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0911 .-- 24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69-5-5 (精裝)
NT$320
881.3599
酷比的耶誕節 / 歐希莉.揚森(Åshild
Kanstad Johnsen)文.圖 ; 黃筱茵譯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35-90-2 (精裝) NT$350
881.4599
小意達的花 /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 周惠玲改寫 ; 夏仙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遠足文
化, 10911 .-- 76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9380-71-3 (平裝)
NT$240
881.5596
冰 雪 女 王 / 安 徒 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原 著 ; 凱 瑟 琳 . 比 佛 利
(Katharine Beverley), 伊莉莎白.艾蘭德
(Elizabeth Ellender)繪圖 ; 劉夏泱編著 ;
李康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
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3-0 (平裝) NT$350
881.5596
青 鳥 / 莫 里 斯 . 梅 特 林 克 (Maurice
Maeterlinck)原著 ; 周願同改寫 ; 樂本
漾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
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363-5 (平裝) NT$180
881.7596
今晚要去度假囉 / 夏樂.貝利埃
(Charlotte Bellière)文 ; 伊恩.德埃伊
(Ian De Haes)圖 ; 范堯寬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9-4 (精裝)
881.7599

分 .-- (Storytella ; 103) .-- ISBN 978957-741-305-5 (平裝) NT$420
887.157

再見了,莉賽特 / 艾蜜莉.賈沃(Amélie
Javaux) 等 文 ; 雅 妮 克 . 馬 松 (Annick
Masson)圖 ; 陳太乙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0912 .-- 32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62-8 (精裝) NT$280
881.7599

飛不起來的我,能做特別的事 / 蓋德.
亞當(Ged Adamson)作 ; 司家華譯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8 公分 .-(童心園 ; 11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25-4 (精裝) NT$320
887.1599

教室參訪 / 克莉絲汀.諾曼-菲樂蜜
(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文 ; 雅妮
克.馬松(Annick Masson)圖 ; 范媛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00-2 (精裝)
881.7599
會說話的龍 / Giancarlo Macrì 撰文 ;
Lá Studio 繪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 10911 .-- 20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08-5
(精裝) NT$780
882.5599
米米和莎莎. 1 : 不怕黑的好朋友 / 卡
科萊娜(Katarína Kerekesová), 莫拉科
娃 (Katarína Moláková), 莎 曼 拉
(Alexandra Salmela) 作 ; 卡 科 萊 娜
(Katarína Kerekesová), 波 適 馬 (Boris
Šima), 伊白絲(Ivana Šebestová)繪 ; 梁
晨翻譯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0911 .-- 169 面; 18X20 公分 .- ( 世 界 文 學 ; 1) .-- ISBN 978-98699149-2-5 (平裝) NT$380
882.6596
一本童書的誕生 / 羅杜拉.帕帕
(Rodoula Pappa)文 ; 科斯塔斯.馬克普
洛斯(Kostas Markopoulos)圖 ; 楊惠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0 .-32 面; 30 公分 .-- (繪本滴 ; 87) .-- ISBN
978-957-9529-70-9 (精裝) NT$380
883.599
航 向 愛 爾 蘭 之 後 = After sailing to
Ireland / 高維泓等作 ; 梁孫傑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出版中心, 10911 .-- 4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66-8 (平裝)
1.愛爾蘭文學 2.文集 884.107
消失的吹哨人 / 珍.哈珀作 ; 尤傳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384 面; 21 公

藝術類
總論
形式的起源 / 克里斯多福 .威廉斯
(Christopher Williams)著 ; 甘錫安譯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144 面 ; 26 公 分 .-- ( 藝 術 叢 書 ;
F12015X) .-- ISBN 978-986-235-879-5
(平裝) NT$420
1.藝術哲學 901.1
幻獸設計概念圖典 / 3D Total 作 ; 杜
蘊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2 .-- 31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7-2 (平裝) NT$800
1.繪畫 2.畫冊 902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20 第 46 屆 =
Taiwan & Japan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2020 46th / 林吉裕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日美術協會,
10910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41-2-9 (精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
不朽的青春 : 臺灣美術再發現 = The
Everlasting Bloom : rediscovering
Taiwanese modern art / 林 曼 麗 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MoNTUE 北師美術館, 10910 .-- 350 面;
2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359-7-8 (平裝) NT$89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你不懂我明白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
產業學系 110 級畢業成果專刊 = I
copy that i copy you / 110 級美術產業
學系作 ; 林昶戎主編 .-- 臺東市 : 臺
東大學美術系, 10911 .-- 12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174-6-9 (平裝)
NT$14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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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美術家聯展專輯. 2020 / 林榮
森總編輯 .-- 南投市 : 投縣文化局,
10911 .-- 192 面; 25X26 公分 .-- (南投
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4) .-- ISBN 978986-5422-48-6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屏東美展專輯. 2020 = 2020 Pingtung
fine arts exhibition / 吳明榮總編輯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0911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2-0 (精裝) NT$4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 瀛 獎 專 刊 . 2020 = 2020 Nanying
Award / 周雅菁總編輯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11 .-- 1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0-511 (精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基隆美展. 2020 / 陳靜萍主編 .-- 初
版 .-- 基隆市 : 基市文化局, 10910 .-67 面; 26X26 公分 .-- (基隆文心叢刊 ;
308) .-- ISBN 978-986-5417-17-8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喚墨術 = Evocation of ink / 趙茂東總
編 輯 .-- 新 北 市 : 問 空 間 工 作 室 ,
109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50-1-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新竹縣優秀藝術家薪傳展. 2020 : 極
光臻傳 : 陳俊光七五創作專輯 / 陳俊
光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0911 .-- 11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1-54-0 ( 精 裝 )
NT$6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南市美術學會 : 藝韻風華美術作
品專輯. 2020 / 楊添璧總編輯 .-- 臺南
市 : 南市美術學會, 1091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8794-4-7 (精
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享三三 :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
學會 : 會員聯展專輯. 2020 33th / 陳淑
梅執行編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投
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 10911 .-- 96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29216-8-5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立美術館年報. 2018-2019 =
Taoyuan Museum of Fine Arts 20182019 annual report / 洪郁喜主編 .-- 桃

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0911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1-961 (平裝)
1.桃園市立美術館 906.8
亞洲藝術論壇暨藝術家座談會專輯.
2019 =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2019
Asian Art Forum and Artist Forum / 何
子彥等撰文 ; 蔡昭儀主編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0 .-- 283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32-165-9 (平裝)
NT$300
1.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4.亞洲
907
21 隻貓貓看藝術史 / 黛安娜.沃爾斯
(Diana Vowles), 喬 思 琳 . 諾 布 里
(Jocelyn Norbury)文 ; 妮雅.古德(Nia
Gould)圖 ; 蘇文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11 .-- 9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2-1 (精
裝) NT$480
1.藝術史 2.藝術家 3.歐洲 909.4
普普藝術,很有事 / 安迪.史都華.麥凱
(Andy Stewart Mackay)著 ;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12 .-- 2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072-81-6 ( 平 裝 )
NT$550
1.普普藝術 2.藝術史 909.4
469 週又 5 天 : 觀察者歷年作者 email
書信計畫 / 鄭雯仙企劃主編 .-- 臺南
市 :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10911 .-- 4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88597-77 (平裝) NT$400
1.藝術家 2.學術思想 3.書信 909.9
9 years : 觀察者 art lab 藝術家書寫集
/ 鄭雯仙企劃主編 .-- 臺南市 : 佐佐目
藝文工作室, 10911 .-- 91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88597-5-3 ( 精 裝 )
NT$600
1.藝術家 2.學術思想 909.9
美的遞嬗 : 西方藝壇大師小傳 14521973 / 吳道文著 .-- 臺北市 : 吳道文,
10911 .-- 1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4-7 (平裝) NT$400
1.藝術家 2.傳記 909.9
神的兒子 : 埃爾.格雷考 / 韓秀著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60 面; 21 公分 .-- (青
青) .-- ISBN 978-957-14-7000-9 (平裝)
1.葛利哥(Greco, El, 1541-1614) 2.藝術
家 3.傳記 4.西班牙 909.9461

畢卡索的繆斯 : 從現實主義到立體
派,與情愛糾纏的藝術生命 / 盧芷庭,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10 .-- 23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01-7 (平裝)
NT$320
1.畢卡索(Picasso, Pablo, 1881-1973) 2.
藝術家 3.傳記 4.西班牙 909.9461

音樂
超成功鋼琴教室職場大全 : 學校沒
教七件事 / 藤拓弘作 ; 李宜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有樂出版, 10911 .-- 192
面; 19 公分 .-- (音樂日和 ; 13) .-- ISBN
978-986-96477-5-5 (平裝) NT$299
1.音樂教育 910.3
進 入 古 典 音 樂 之 門 = Moments
musicaux / 吳家恆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足智文化, 10911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0-6 (平裝)
NT$300
1.音樂家 2.傳記 910.99
金音創作獎入圍專刊. 第十一屆 / 張
祐瑄總編輯 .--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10910 .-- 104 面;
25X19 公分 .-- ISBN 978-986-532-1673 (平裝) NT$150
1.流行歌曲 2.臺灣 913.6033
一粒金瓜子 : 閩南語囡仔歌 / 陳昭蓉
著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
化局, 10911 .-- 68 面; 30 公分 .-- (澎湖
縣文化資產叢書 ; 301) .-- ISBN 978986-5427-41-2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50
1.兒歌 2.童謠 3.臺語 913.8
音 樂 劇 教 學 手 冊 = The teaching
manual of musical theater singing and
acting / 謝淑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10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8-7-9 ( 平 裝 )
NT$300
1.音樂劇 2.教學法 915.25
Vaideology : 吉他巫師.史蒂夫范的獨
門演奏心法 / 史蒂夫范(Steve Vai)著 ;
蕭良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葦文
思,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11 .-- 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612-1-9 (平裝) NT$750
1.吉他 9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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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音、戲樂、喝采聲 : 聽北管在基
隆 / 游淑珺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
市文化局,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7-16-1 ( 平 裝 )
NT$250
1.北管音樂 2.樂團 3.歷史 4.基隆市
919.882

建築
構築城市 : 桃園地景藝術節成果專
刊 . 2020 = Creative cityscaping :
Taoyuan land art festival achievements.
2020 / 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135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98-5 (平裝)
NT$550
1.空間藝術 2.裝置藝術 3.地景藝術
4.作品集 920
建築畢業設計國際論壇. 2019 : 台灣
與東南亞 = 2019 Taiwan & South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 / 王俊雄, 賴
啟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實構築
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5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8468-1-3 (平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傳統建築稿樣變化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11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76 (精裝) NT$4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湘南古民居泥塑藝術研究 / 李麗珍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4-8 (平裝)
NT$399
1.建築藝術 2.歷史性建築 3.泥塑 4.
湖南省 922.926
遊法國看建築 / 羅慶鴻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catch ; 265) .-- ISBN 978986-5549-22-0 (平裝) NT$450
1.建築 2.建築史 3.法國 923.42
玉環天主堂 : 摺紙與石頭 : 林邊溪畔
的 傳 奇 = Yuhuan Catholic Church :
folded plates and rocks : legends along
LInbian riverside / 江敬業作 .-- 初版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910 .-- 1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1-3 (平裝)

1.教堂 2.宗教建築 3.屏東縣

927.4

雕塑
刀篆筆韻 : 阿罩霧小刀雅集聯展專
輯. 2020 = Joint Exhibition of Wufeng
Seal Carving Gathering / 阿罩霧小刀雅
集作 .-- 臺中市 : 林滄池, 10910 .-- 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46 (平裝) NT$500
1.印譜 931.7
反璞歸真 : 臺中市拓樸藝術學會會
員專輯 / 柳秉聞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拓樸藝術學會, 10911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6385-4-9 (平
裝) NT$700
1.印譜 2.書法 3.作品集 931.7
高雄市篆刻學會庚子會員作品集 /
陳昭安, 李國揚, 鄭凱安編輯 .-- 高雄
市 : 高雄市篆刻學會, 109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90-0-0 (平
裝) NT$300
1.印譜 931.7
手雕「原」藝在大同 : 宜蘭縣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歷屆木雕師生聯展 =
Qqaya kinblayan qba qu Tayal sa llyung
Mnibu : linhuyan msqun pkita rinqyasan
khoniq nqu kinblayan qba snsiy ru
ppkbaq qu kbawiq pinqwasan biru qalang
Tayal na Girang genzyumin / 許馥蘭總
編輯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縣
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10910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11-7-4 (平裝)
1.木雕 2.作品集 933
形藝奪真 : 李宗霖木雕集 / 李宗霖
作 .-- 嘉 義 市 : 嘉 義 市 立 美 術 館 ,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 (文化藝
廊) .-- ISBN 978-986-5424-52-7 (平裝)
NT$5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臺灣國際木雕裝置藝術大展. 2020 =
Taiwan international installation art
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1 .-- 16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20-50-5 (平裝)
NT$600
1.木雕 2.裝置藝術 3.作品集 933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得獎作品展. 2020
= Taiw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xhibition of wood sculpture / 林彥甫總

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1 .-- 15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20-51-2 (平裝)
NT$6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震 撼 : 張 敬 創 作 邀 請 展 . 2020 =
Amazing : the Invited Exhibition of
Chang Ching's Exquisite Arts / 張敬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12 .-- 7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8-386 (平裝) NT$3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生活羅漢 : 陳和霆人文舞臺系列雕
塑個展 = Hidden Strength : Chen HeTing's Sculpture Solo Exhibition / 陳和
霆作 .-- 臺中市 : 中市葫蘆墩文化中
心, 10910 .-- 76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86-5458-36-2 ( 平 裝 )
NT$350
1.石雕 2.作品集 934
不均的平面 : 1957-1983 面向國際的
臺灣版畫 = Uneven horizons : 19571983 The internationalist Taiwanese
printmaking / 潘襎總編輯 .-- 初版 .-臺南市 : 南美館, 10910 .-- 5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52-8 (平裝)
1.版畫 2.畫冊 937

1.漆器 2.作品集

938.9

書畫
漫遊世界.童心童畫 : 劉宗銘作品集 /
劉宗銘作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兒童
文學學會, 11001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10-4-7 ( 平 裝 )
NT$1000
1.劉宗銘 2.畫家 3.自傳 4.臺灣
940.9933
This is 馬 諦 斯 / 凱 瑟 琳 . 英 葛 蘭
(Catherine Ingram)著 ; 艾妮雅絲.德古
榭 (Agnès Decourchelle) 繪 ; 柯 松 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6) .-- ISBN 978-986-99305-4-3 (精裝)
NT$350
1.馬諦斯(Matisse, Henri, 1869-1954) 2.
藝術家 3.傳記 940.9942
白玉崢甲骨文書畫精選 / 白玉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10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14532-5 (平裝) NT$48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陶藝筆記. V = Ceramic art handbook. V
/ 王怡惠主編 .-- 新北市 : 138 工作室,
10911 .-- 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968-8-8 (平裝) NT$460
1.陶瓷工藝 938

如何寫瘦金體 : 剖析基本筆畫與部
首 / 侯吉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1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0-4 (平裝) NT$420
1.書體 2.書法教學 942.1

熠 . 韻 : 苗 栗 陶 . 藝 術 節 . 2020 =
Sparkling and rhyme : 2020 Miaoli
pottery arts festival / 林彥甫總編輯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0912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0-57-4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草書經典賞析 / 唐翼明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克捷圖書行銷有限公
司, 10910 .-- 214 面; 38 公分 .-- (經典
書 法 . 鑑 賞 叢 書 ) .-- ISBN 978-98698391-1-2 (精裝)
1.草書 2.書法 942.14

徙越 : 徐永旭個展 = Surmounting Solo
Exhibition of Hsu Yunghsu / 徐 永 旭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月臨畫廊,
10910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21-3-1 (精裝)
1.陶瓷工藝 2.雕塑 3.作品集 938.1
欺 器 · 漆 器 特 展 = Tricky ShikkiJapanese Lacquerware / 郭鴻盛, 張元鳳
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
10911 .-- 167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6-8 (平裝) NT$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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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米期茶 : 吳雪粧米齡書法展 / 吳雪
粧創作 .-- 臺中市 : 吳雪粧, 10910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89-0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林勝鐘書法集 / 林勝鐘著 .-- 新北市 :
吳談,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45-3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妙筆墨花綻諸羅 : 陳丁奇先生暨其
門生書法展作品集 / 陳丁奇暨其門
生共二十三位創作 ; 蘇友泉, 蘇子敬
編輯 .-- 第一版 .-- 嘉義市 : 嘉大,

109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50-1-9 (平裝) NT$35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南投風情 : 庚子年展作品集. 2020 /
李淑好, 李國揚編輯 .-- 屏東市 : 中華
弘道書學會, 10910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40-7-0 ( 平 裝 )
NT$7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高雄市中華書道學會會員聯展暨第
十八屆至聖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輯 /
宋耀偉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市中華
書道學會, 10910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855-3-2 ( 平 裝 )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清興自適 : 東山雅集書法展 / 張清河
主 編 .-- 臺 北 市 : 臺 北 東 山 雅 集 ,
10911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66-0-3 (平裝) NT$3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水墨畫也能很時尚 / 小林東雲著 ; 郭
寶雯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10 .-- 112 面; 23 公分 .-- (Guide
book ; 266) .-- ISBN 978-986-5529-84-0
(平裝) NT$250
1.水墨畫 2.繪畫技法 944.38
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 上 / 林莉娜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912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2840-6 (精裝)
1.人物畫 2.帝王 3.后妃 944.5
國際彩墨船藝術大展專輯. 2020 : 第
十 九 屆 臺 中 彩 墨 藝 術 節 = 2020
International Tsai-Mo Boats Art
Exhibition : the 19th Tsai-Mo Art
Festival in Taichung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11 .-- 178
面; 25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58-35-5 (精裝) NT$500
1.船舶 2.水墨畫 3.畫冊 945.5
四季隨墨 = Ann Niu 2020 four seasons
in ink / 牛安作 .-- 臺北市 : 陳氏藝術,
10910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167-1-4 (平裝) NT$18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金馬魅力 : 水墨筆下的美麗與哀愁 /
郭美珠作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
10911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59-8-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枯山石 = Scholar stone of seasons / 牛
安作 .-- 臺北市 : 陳氏藝術, 10910 .-6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1672-1 (平裝) NT$1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葉宇軒當代水墨藝術集 = Yeh YuHsuan contemporary art works / 葉宇軒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葉宇軒,
10911 .-- 108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57-43-8203-3 (精裝)
NT$988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海洋生物超有事 : VR 沉浸式海洋保
育漫畫創作計畫 / 小雪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2-7 (平裝) NT$300
1.漫畫 2.虛擬實境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11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440-4 (第 26 冊:平裝) NT$300
1.漫畫 947.41

遠觀山有色 : 李茂成近作選集 = The
hues of the mountains selected works of
LEE Mau-cheng / 李茂成[作] .-- 臺北
市 : 赤粒藝術, 10910 .-- 14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7052-8-8 (精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職人繪師 CG 繪圖技術講座. vol.3 /
DS マイ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
生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10912 .-- 21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4-9 (平
裝) NT$70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昨日的素描 : 呂基正人體速寫選集 =
Beautiful as yesterday : Lu Chi Cheng's
figure sketches / 呂基正[作] .-- 初版 .-臺北市 : 臺兆國際, 10912 .-- 32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84531-1-1 (精
裝) NT$1800
1.素描 2.人物畫 3.畫冊 947.16

1 分鐘輕鬆畫出韓國風插畫 : 2000 個
超可愛日常塗鴉 / 李抒昀著 ; 徐小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3-3 (平裝) NT$34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給初學者的 50 個人體速繪參考模型
/ 莉絲.娥佐格作 ; 王惟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12 .-- 1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37 (平裝) NT$320
1.人體畫 2.繪畫技法 947.2

CRYSTAL CLEAR Anmi 作 品 集 /
Anm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
化設計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3-2 (平裝)
NT$900
1.插畫 2.畫冊 947.45

親 愛 的 波 比 狗 = Pup's day out /
Niksharo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
文化, 10911 .-- 72 面; 25X25 公分 .-(多彩多藝 ; 3) .-- ISBN 978-957-686801-6 (平裝) NT$320
1.繪畫 2.畫冊 947.39

立體美感!皺褶&陰影繪製技巧書 /
建尚登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 10911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01-447-7 (平裝)
NT$35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妖精森林 : 法國.魔法.仲夏夜之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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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0) .-- ISBN 978-98699564-2-0 (平裝)
1.漫畫 947.41

和服少女畫報 : 浴衣與和服插畫圖
錄 / 宗像久嗣作 ;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92-2-5 (平裝) NT$450
1.插畫 2.服裝 3.繪畫技法 947.45

迦樓羅的考驗 : 泰國.史詩.佛統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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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1) .-- ISBN 978-98699564-3-7 (平裝)
1.漫畫 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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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新手逆襲 : 秒懂構圖比例怎麼
畫 / 噠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1091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39-0 ( 平 裝 )
NT$32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藝起飛夢想未來 : 永平國小藝才美
術班創作集. 第七屆 = Art fly / 永平

國小第七屆藝才美術班編輯.插畫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永平國小,
10910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5-8 (精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Look! : 看!身體怎麼說話 / 吉麗安.伍
爾芙(Gillian Wolfe)作 ; 宋珮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12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554 (精裝)
1.繪畫 2.藝術評論 3.藝術欣賞 4.通
俗作品 947.5
十二國記畫集. 第一集, 久遠之庭 / 山
田章博作 ; 堤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5-2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各種角度看名畫 / 吉麗安.伍爾芙
(Gillian Wolfe)作 ; 陳貺怡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59-2 (精裝)
1.繪畫 2.藝術欣賞 3.通俗作品
947.5
* 南 部 展 . 第 68 年 = Nan-pu Art
Exhibition the 68th year 2020 / 李學富
等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臺灣南部美
術協會, 10911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149-6-7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十週
年作品集 / 楊子瑩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10910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832-6-8 (平裝) NT$450
1.西洋畫 2.兒童畫 3.畫冊 947.5
展藝 :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展覽畫冊.
108 年 = The exhibition album of Chang
Gung University Art Center / 韓學宏, 劉
仁裕主編 .-- 桃園市 : 長庚大學藝文
中心, 10910 .-- 56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86-98365-1-7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劉金歲月畫我家鄉 : 社頭芳山堂 / 湳
雅國小學生繪 .-- 彰化縣社頭鄉 : 彰
縣湳雅國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84-1 (精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水彩畫技法入門 / 陳穎彬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 10910 .-- 144

面; 26 公分 .-- (Painting ; 1) .-- ISBN
978-986-99637-0-1 (平裝) NT$35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台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 光陰的故
事. 懷舊篇 = The story of time-nostalgia
/ 洪東標, 陳俊男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金塊文化, 10910 .-- 248 面; 26 公
分 .-- (專題精選 ; 5) .-- ISBN 978-98698113-8-5 (平裝) NT$8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時尚插畫聖經 / 塗至道著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8906-7 (精裝) NT$700
1.水彩畫 2.插畫 3.繪畫技法 948.4
李若梅島語 20 / 李若梅作 .-- 連江縣
南竿鄉 : 李若梅, 109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7-7 (精裝)
NT$1200
1.油畫 2.畫冊 948.5
長興藝文中心「英士油畫蒐藏展」
特刊 / 黃靖慧, 簡易安主編 .-- 高雄市 :
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藏教育基
金會, 10910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3-1-3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美 的 探 索 : 陳 輝 東 創 作 展 = The
Exploration of Beauty : Chen Huei-Tung
Solo Exhibition / 潘襎總編輯 .-- 臺南
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0912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56-6 (精
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烏拉蓋河畔 / 鍾瑞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客思, 10911 .-- 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267-84-7 (平裝)
NT$380
1.油畫 2.作品集 948.5
野柳文明 : 林欽賢繪畫創作展. 2020
= The Yehliu Civilization / 林欽賢作 .-彰化市 : 彰化生活美學館, 10910 .-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158-1 (平裝)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鄉土的呼喚 心靈的日記 : 蘇能雄 80
回顧展 / 蘇能雄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10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80-3 (平裝)
NT$250
1.油畫 2.水彩畫 3.畫冊 948.5
81

最新油畫技法入門 / 陳穎彬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 10910 .-- 128
面; 26 公分 .-- (Painting ; 2) .-- ISBN
978-986-99637-1-8 (平裝) NT$350
1.油畫 2.繪畫技法 948.5
歐麗珠 : 油畫作品集 = Ou Li Chu : the
art of collections / [歐麗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融家月刊有限公司,
10912 .-- 20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64-0-5 (精裝) NT$2000
1.油畫 2.畫冊 948.5
謳歌生命的朝陽 : 倪朝龍回顧展.
2020 = Life and Its Midday Sun : Ni
Chao-Lung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2020 / 倪朝龍作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
館, 10911 .-- 228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86-532-159-8 ( 精 裝 )
NT$1600
1.油畫 2.版畫 3.畫冊 948.5
曜變. 躍變 : 林輝堂西畫創作展 =
Kaleidoscopic Yohen,ever-changing Art :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Huitang Lin's
Oil Paintings / 林輝堂作 .-- 臺中市 : 中
市文化局, 10910 .-- 72 面; 26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37-9 (平裝)
NT$300
1.油畫 2.畫冊 948.5
粉之彩 : 臺灣粉彩畫協會 X 高雄市
國 際粉 彩協會 會員 聯展作品 特集 .
2020 / 蕭碧霜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粉彩畫協會, 10911 .-- 5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5483-28 (平裝) NT$300
1.粉彩畫 2.畫冊 948.6
COPIC 麥克筆上色 打造魅力動漫角
色 / 綠華野菜子作 ; 蘇聖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392-1-8 ( 平 裝 )
NT$380
1.繪畫技法 948.9

攝影；電腦藝術
「全圖解」從素人成為攝影達人的
速成教科書 : 一本就解決你所有的
拍照困擾 / 永峰英太郎作 ; 周明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2-1 (平裝)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952

專業超強攝影佈光一點都不難,擺出
L 型就對了 / 張馬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12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34-21-9 (平裝)
NT$520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3.人像攝影
952

10910 .-- 11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85822-9-3 (平裝) NT$500
1.攝影集 958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3445-5 (平裝) NT$700
1.裝置藝術 2.作品集 960

油人影集. 第 5 輯 / 許鴻彬主編 .-- 高
雄市 : 中油攝影社, 10910 .-- 112 面;
25X26 公分 .-- (中油.高廠廠攝影社) .- ISBN 978-986-99627-0-4 (精裝)
1.攝影集 958.33

「光之魔術師」伊爾科的(離機閃燈)
攝影教科書 / 伊爾科.亞歷山卓夫作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3-8 (平裝)
1.攝影光學 2.攝影技術 3.數位攝影
952.3

美麗新埔 : 用鏡頭採擷新埔之美攝
影比賽作品專輯. 109 年 = Beautiful
Xinpu / 林保祿總編輯 .-- 初版 .-- 新
竹縣新埔鎮 : 竹縣新埔鎮公所,
10910 .-- 11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1-51-9 (平裝) NT$450
1.攝影集 958.33

女子力配色圖鑑 : 2000 個零失誤色
彩最強搭配解方 / 全惠民, 紅糖美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2-648-6 (平裝)
1.色彩學 963

右設左靈 : 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
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科
畢業專刊. 第 38 期 / 僑務委員會第 38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
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 .-- 桃
園市 :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20-4 (精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媒體 3.作品集
956

韓家寅攝影集 / 韓家寅著 .-- 初版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10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63 (精裝) NT$1200
1.攝影集 958.33

臺灣寶藏 = Treasures of Taiwan / 許釗
滂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百合
歡專業攝影社, 10911 .-- 276 面; 30X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02-0-4 (精裝)
NT$2500
1.攝影集 2.自然景觀 3.國家公園
957.2
地球絕景 : 從空中目睹「人類世」
的曙光與環境保育的契機 / 喬治.斯
坦梅茨, 安德魯.雷夫金作 ; 陳若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11001 .-256 面; 29X2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0-6 (精裝)
1.攝影集 2.空中攝影 3.環境保護
957.9
夢.軌跡 : 鐵鏽味拾人攝影 / 古庭維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10 .-- 28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5-6 (平裝) NT$880
1.攝影集 957.9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徵件展 : <<
生.存之道>>攝影 180 週年展 = Taipei
photo 2020 / 蔡文祥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工藝美術
20XX 年革命家的推測設計課 : 觀察、
思辨、假設,藝術家參與打造未來理
想社會的實踐之路 / 長谷川愛作 ; 林
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53-1 (平裝) NT$550
1.設計 2.創造性思考 960
土字旁 人字邊 = Close to nature,next to
humnity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10911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30-1 (平
裝) NT$350
1.視覺藝術 2.數位媒體 3.數位科技
4.作品集 960
看不見的風景 : 金門視覺設計紀實
2002-2020 / 翁翁圖.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時代, 1091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80-1-2 ( 平 裝 )
NT$350
1.視覺設計 2.廣告設計 3.藝文活動
4.作品集 960
現場 : 廖建忠個展 = Site : Liao ChienChung Solo Exhibition / 黃翔總編輯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財團法人毓
繡文化基金會, 毓繡美術館, 10911 .-82

設計愛玩色 : 色彩搭配關鍵指導書 /
三度出版社作 ; Eve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和文創, 10911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75-9-6 (平裝)
NT$680
1.色彩學 963
日本人就是這樣學平面設計 / 生田
信一, 大森裕二, 龜尾敦著 ; 黃碧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11 .-- 2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72-80-9 (平裝)
NT$460
1.平面設計 964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
工 作 營 成 果 專 刊 . 2020 = Shigeki
Hattori x Tomohide Mizuuchi x USC
Design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sign
workshop / 丑宛茹主編 .-- 臺北市 : 實
踐大學設計學院, 10911 .-- 1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29-399-3 (平裝)
1.設計 2.作品集 964
現代包裝設計理念變革與創新設計
研究 / 鄭芳蕾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 10911 .-- 10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73-1 (平裝) NT$250
1.包裝設計 964.1
尋找一抹藍 : 與自然共生的藍染技
藝 / 鄭美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51-2 (平裝) NT$420
1.印染 2.工藝設計 3.產業發展
966.6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9 第 12 屆 =
2019 12th TID Award / 王玉麟等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室內
設計協會, 10910 .-- 136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794-3-9
(平裝) NT$880
1.室內設計 2.作品集 967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3 : 透視圖 :
從基礎到快速繪製的詳細步驟拆解,
徹底學會透視技法 / 陳鎔作 .-- 2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0911 .-- 144 面 ; 26 公 分 .-(Designer class ; 8X) .-- ISBN 978-986408-645-0 (平裝) NT$580
1.室內設計 2.繪畫技法 967
室內環境美感評量 / 劉時泳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心想事成, 10910 .-1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0025-7-8 (平裝) NT$400
1.室內設計 2.環境規劃 3.美學 967
矽心晶瑩 : 大專院校師生展 / 蕭銘芚
著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10910 .-8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1-50-2 (平裝) NT$200
1.玻璃工藝 2.作品集 968.1
透明的秩序 : 許文龍玻璃藝術創作
展 / 許文龍著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
局, 10910 .-- 64 面; 26X25 公分 .-ISBN 978-986-5421-49-6 ( 平 裝 )
NT$200
1.玻璃工藝 2.作品集 968.1

技藝
寧靜の手作時光 / 郭瑩璱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吾 皇 多 媒 體 行 銷 ,
10911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0408-4-6 (平裝) NT$450
1.花藝 971
超神奇紙動物 : 只要一張紙,從熟悉
的寵物、野生動物到神話生物通通
有! / 四方形大叔原著 ; 陳盈之譯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16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02-651-6 (平裝)
1.摺紙 972.1
民俗舞蹈欣賞 / 須文宏等作 .-- 第二
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國際民俗舞蹈
協會, 10912 .-- 2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4717-5-7 (平裝) NT$500
1.民族舞蹈 976.3
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2019 第 24 屆 : 天
下一人皇帝藝術家 兒童文創舞劇典
藏劇冊 / 星學子國際文教事業有限
公司圖文 ; 蔣政堯總編輯 .-- 初版 .-基隆市 : 星學子國際文教, 10910 .--

14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900-3-3 (精裝) NT$1500
1.舞劇 976.6

戲劇
日常專家 : 你不知道的里米尼紀錄
劇團 / 米莉安.德萊斯, 佛羅里安.馬扎
赫編 ; 溫思妮, 陳佾均譯 .-- 一版 .-臺北市 : 書林, 10911 .-- 352 面; 23 公
分 .-- (愛說戲 ; 33) .-- ISBN 978-957445-906-3 (平裝) NT$420
1.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
2.表演藝術 3.劇評 4.德國 980.6
跨界對談. 15 : 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2020 / 陳慧珊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
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910 .- 2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1-8 (平裝)
1.表演藝術 2.文集 980.7
給演員與非演員的遊戲 / 奧古斯都.
波瓦(Augusto Boal)著 ; 賴淑雅譯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12 .-- 360
面; 23 公分 .-- (愛說戲 ; 34) .-- ISBN
978-957-445-908-7 (平裝) NT$380
1.劇場藝術 2.表演藝術 3.表演遊戲
981
京劇.未來式 : 王安祈與國光劇藝新
美學 / 王照璵, 李銘偉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 國光傳統藝術中心, 10912 .- 640 面; 21 公分 .-- (Origin ; 18) .-ISBN 978-957-13-8442-9 ( 平 裝 )
NT$790
1.京劇 2.戲曲美學 3.文集 982.07
潘玉嬌亂彈戲經典 / 鄭榮興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1 .-- 208 面; 30 公分 .-- (傳統藝術
系列 ; 14) .-- ISBN 978-986-532-176-5
(精裝)
1.傳統戲劇 2.花部 3.臺灣 983.32
影像即是臉 : 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
的凝視 = The image is the face = Tsai
Ming-liang's gaze at Li Kang-sheng / 陳
莘 作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書 林 ,
10912 .-- 384 面; 23 公分 .-- (電影苑 ;
F131) .-- ISBN 978-957-445-907-0 (平
裝) NT$480
1.蔡明亮 2.電影美學 3.影評
987.0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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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食物 /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編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1-540-1 (精裝)
1.動畫 987.85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 : 身、心、靈
健 康 涵 養 的 溫 馨 舒 適 搖 籃 = The
operation & management for recreation
club : a pleasant place for healthy
body,mind & spiriturality / 張佳玄, 莊
哲仁, 王士倫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01 (平裝)
1.俱樂部 2.企業管理 991.3
休閒產業分析 : 特色觀光產品之論
述 = Analysis of leisure industry / 許文
聖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891-8 (平裝)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992.2
太魯閣 世界自然遺產 : 臺灣造山運
動史 / 陳文山, 楊小青撰文 .-- 初版 .- 花蓮縣秀林鄉 : 太魯閣國家公園,
10911 .-- 168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19-9 (平裝) NT$280
1.自然景觀 2.地質 3.地形 4.太魯閣
國家公園 992.3833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
李承峻作 .-- 八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11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5-16-3 (平裝) NT$450
1.導遊 2.領隊 992.5
飯店整合設計與實證 : 灕江煙雨文
創酒店建築與室內整建綜合規劃設
計 / 吳燦中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心想事成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2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025-8-5 (平裝) NT$550
1.旅館 2.室內設計 3.環境規劃 4.廣
西省桂林市 992.612
主題農旅觀光文創企劃 / 鄭祥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兩岸時報文化,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0715-6-7 (平裝) NT$450
1.休閒農業 2.行銷策略 992.65

綠色行旅 : 國家風景區步道導覽手
冊 / 孫浩玫總編輯 .-- 臺北市 : 交通
部觀光局, 10910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6-4 ( 平 裝 )
NT$380
1.登山 2.健行 3.旅遊 4.臺灣 992.77
福爾摩沙的指環 : 那些年我們一起
走過的林道 = Formosa mountain trails :
forest roads / 陳文榮著作 .-- 臺北市 :
陳文榮(臺北市), 10910 .-- 17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7-0 (平裝)
1.登山 2.健行 3.臺灣 992.77
衝浪之書 : 終極指南 / 麥可.佛韓
(Michael Fordham)著 .-- 修訂一版 .-臺北市 : 十力文化, 109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4-7 (精
裝) NT$1200
1.衝浪 994.818
迷宮 100 : 迷途之旅 / 啟得文化編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08 面; 27 公分 .-- (益智教
室 ; 22) .-- ISBN 978-986-98636-5-0 (平
裝) NT$249
1.益智遊戲 997
就是要爆笑啊!不然要幹嘛? : 最經典
的腦筋急轉彎 / 范周戈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資優生系列 ; 44) .-ISBN 978-986-453-134-9 ( 平 裝 )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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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5-8 (第 9 冊:平
裝)
1.數學遊戲 997.6
台灣燈會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矯正
機 關花 燈競賽 活動 作品實錄 專輯 .
2020 / 戴明瑋, 許茂雄總編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法 務 部 臺 中 監 獄 ,
10909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6-8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燈籠 2.作品集 999
鋼 彈 創 鬥 者 潛 網 大 戰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孫豐澤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65 (平裝) NT$42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黏土 x 環氧樹脂.袖珍食物&微型店
舖 230 選 : Plus 11 間商店街店舖造景
教學 / 大野幸子著 ; 簡子傑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
化發行, 10911 .-- 96 面; 26 公分 .-- (趣.
手藝 ; 59) .-- ISBN 978-957-9623-60-5
(平裝) NT$35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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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品
Commerce, knowledge, and faith:
islamization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and han-speaking muslim ummahs= 商
業、知識與信仰: 現代印尼與漢語穆
斯林社群之伊斯蘭化/edited by Nabil
Chang-Kuan Lin(林長寬) .-- 1st ed. .-臺南市 :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10910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48-7-1 (平裝) NT$350
丸山の小さな勇士/吳立萍, 宜蘭縣
立蘭陽博物館文; 羅鈺樺絵; 游貞華,
高郁雅日本語翻訳 .-- 第 1 版 .-- 宜蘭
縣 : 宜縣蘭陽博物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18-33-5 (PDF)
小博士遊客庄: 桃園客庄遊學地圖.
五 /姜智惠等教材編寫 .-- 桃園市 : 桃
市客家事務局, 10910 .-- 2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11-94-7 (平裝)
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檔案局,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29-7 ( 平 裝 )
NT$100
水煙紗漣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
癮/林芳慈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 :
暨大中文系, 10910 .-- 4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411-4-6 (平裝)
NT$280
北溝傳奇: 故宮文物遷臺後早期歲月
/ 宋 兆 霖 主 編 .-- 臺 北 市 : 故 宮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62-839-0 (PDF)
正義與勇氣: 湯德章/蘇振明文; 陳敏
捷圖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12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55-9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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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風華: 六甲古建築特輯/陳啓榮
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六甲
區公所, 10910 .-- 145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430-48-1 (平裝)
全國績優志工團隊獎得獎專輯. 109
年度/楊錦青主編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73-6 (平裝)
吳漪曼教授紀念文集/陳曉雰主編 .-臺北市 : 師大, 10910 .-- 22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3-24-4 (精裝)
卓越國圖 智慧臺灣/ .-- 臺北市 : 國家
圖書館, 10910 .-- 6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678-689-1 ( 平 裝 )
NT$150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第一冊: 中
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1 日,臺鐵第 6432
次車,新馬站重大鐵道事故(補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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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57-9 (PDF)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第二冊: 中
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1 日,臺鐵第 6432
次車,新馬站重大鐵道事故(補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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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58-6 (PDF)
流動的美學饗宴: 鏡頭遊臺東/葉子
先, 陳麗姿撰文 .-- 初版 .-- 臺東縣 :
東縣文化處, 10911 .-- 2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9-29-5 (精裝)
NT$1200
流與變: 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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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986-5411-930 (全套:平裝)
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果
彙編. 2020 /吳碧華主編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市教育局, 10910 .-- 4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6-7 (平
裝附光碟片)
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中華民國一 0 八
年/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編 .-- 新
北市 : 調查局, 10910 .-- 147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7-5 (光碟片)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林
修澈, 莊雅仲, 李宜憲, 傅琪貽(藤井
志津枝), 官大偉, 林素珍, 傅琪貽(藤
井 志 津 枝 ), 鴻 義 章 (Upay Radiw
Kanasaw)作; 康培德, 陳俊男, 李宜憲
原著; 林宜儒改寫 .-- 新北市 : 原住民
族委員會,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35-37-0 (全套:精裝)

exhibition /吳錫當等作; 陳向濂總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09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56-3-3 (精裝) NT$1000

*桂花仙子的奇幻之旅/陳清敏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北市南港區公所,
10910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59-30-7 (平裝) NT$100

越洋民主呼聲: 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
手稿解讀/黃介山原著; 何義麟, 陳世
宏, 楊允言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史博館, 10910 .-- 冊 .-- ISBN 978986-532-163-5 (全套:精裝) NT$1200

草莓重要病蟲害辨識指南= A pocket
guide to strawberry important pests/鐘珮
哲等編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農委會
苗栗農改場, 10910 .-- 40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37-7 (精裝)
NT$200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經濟部能源局編
輯 .-- 七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3-0811 (全套: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一冊, 綜合類
及節約能源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七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
10912 .-- 75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7-4 (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二冊, 石油類
及氣體燃料類/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七 版 .-- 臺 北 市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8-1 (平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三冊, 電力類/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七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912 .-- 9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79-8 (平
裝)
能源管理法規彙編. 第四冊, 再生能
源類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 七版 .-臺北市 : 經濟部能源局, 10912 .-- 4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04 (平裝)
第二十七屆系所友暨第十四屆研究
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陳英木等著;
李汶臻, 洪煥超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
師大國文系, 10910 .-- 17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297-3-8 (平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中部四人展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iton to the art

雲之獸: 來自遠古的守護者/漢寶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82-6 (平裝) NT$240

新北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 集體勞
動學生手冊. 一 0 九學年度/陳瑞嘉等
編輯 .-- 第 4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勞
工局, 109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2-7 (平裝)
鳳小百年: 花蓮縣鳳林鎮鳳林國民小
學一百週年紀念特刊/徐芳玉等執行
編 輯 .-- 花 蓮 縣 : 花 縣 鳳 林 國 小 ,
10911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4-9 (精裝)

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
海洋研究院, 10911 .-- 3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34-1 (平裝)
龍肚人龍肚事/黃鴻松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龍肚國小, 10911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5-0 (平裝) NT$250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POW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教學
講義. 4A/黃峻棋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2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19-082-8 (平裝)
NT$325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 2/謝
鎮陽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1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1-1 (平裝) NT$188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4/全
國名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
文化, 109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6-6 (平裝) NT$200

臺日考古論壇會議實錄. 2017 年/邱
秀蘭, 彭仁怡, 游鎮嘉編撰 .-- 宜蘭縣 :
宜縣蘭陽博物館, 109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8-34-2 (平裝)
NT$250

(技術型高中家政群)美容美體實務.
下/辜芃珺, 黃怡婷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1-5 (平
裝)

臺北大學飛羽圖鑑/陳旺池, 劉芯瑀,
張高敏, 陳寧, 王心妤, 高藝真作 .-- 新
北市 : 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02-4-4 (PDF)

(技術型高中家政群)家庭教育. 下/陳
美姿, 陳俊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40-8 (平裝)

臺北市幼兒 STEAM 教案彙編成果輯
/沈佳彤等編輯委員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34-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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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31-4 (PDF)
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Tainan City of
Republic of China/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編 .-- 臺南市 : 南市府, 10910 .-- 1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498 (平裝附光碟片)
臺灣海域波浪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18 年/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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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關鍵)圖解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
講義/施怡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4-2 ( 平 裝 )
NT$363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尤文
良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1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3-5 ( 上 冊 : 平 裝 )
NT$263
21 DAYS 秒速解決!公民/林茵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1-2 (平裝) NT$500
21 days 秒速解決行政學(大意)試題/
程明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0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8-2 ( 平 裝 )
NT$500

肯塔基文教企業,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24-1-7 (平裝)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5-0 (平
裝) NT$550

21 DAYS 秒速解決法學大意. 110 版/
鄭中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9-8 (平裝) NT$450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歷屆題庫完全
攻略/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編著 .-四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5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3-9 (平裝) NT$550

司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557-6 (平裝) NT$750

80/20 法則刑事訴訟法: 淚的果實/伊
谷, 李星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911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7-0 ( 下 冊 : 平 裝 )
NT$700
<<我要回家>>教師資源手冊/台灣生
活規劃術協會編著; 建國科技大學商
業設計系繪製 .-- 初版 .-- 新竹縣 : 台
灣生活規劃術協會,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78-1-5 (平裝)
NT$20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by J. N. Reddy .-- 臺北市 : 麥
格羅希爾, 10910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4-4 (平裝)
Come
to
live:
starter(student's
book)/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11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0-9 (平裝)
Danny kids/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8534-5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6500-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65-01-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65-02-2 (第 7 冊:平裝)
Fun world student book. 4/陳昭玲, 張曉
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4-4 (平裝)
Language is life: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level four reader/Imran Durrani 主
編 .-- 第一版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0910 .-- 5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97-8-7 (平裝附光碟片)
Language is life: sport for all. level
eleven reader/Imran Durrani 主編 .-- 第
一版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0910 .-5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977-0 (平裝附光碟片)
Let's talk Kentucky. book 02/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1st ed. .-- 高雄市 :

土地登記詳解: 精選申論題庫. 110 版
/蕭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3-7 (平裝) NT$560
上榜模板公務員法/霸告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925 (平裝) NT$580
中文真棒 Teacher's book. 3= Amazing
Chinese/叶绍苹等编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0910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46-13-7 (平裝)
公司法/江赫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6-8 (平
裝) NT$520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
下/葉伊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
岱圖書, 10910 .-- 2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042-3-0 (平裝)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英文用書/李盛光
編著 .-- 新北市 : 李震光, 1091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088 (平裝) NT$1350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測 驗 題 庫 )/ 郭 羿 編
著 .-- 四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5-7 (平裝) NT$450

本國文學概論/殷平之編著 .-- 第四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5-1 (平裝) NT$580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土木工程概要(含土木施工學)/施
志安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3-9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電子學(含概要)/徐梁棟編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08 (平裝)
台電考試: 電子學: 測驗選擇題庫劃
答案. 111 版/鄭奇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67-5 (平裝)
NT$650
台電經濟學. 110 版/許偉, 許碩傑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2-9 (平裝) NT$620
犯罪學(含再犯預測): 警察特考用/王
碩元, 司馬青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9-1 (平
裝) NT$620

比較政府與政治: 讀.解/郭雋編著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7-8 (平裝) NT$580

犯罪學表解(含再犯預測)/王碩元, 司
馬青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0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8-4 ( 平 裝 )
NT$620

牙體技術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 年/
張稚蕙, 沈志恩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0911 .-- 1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8-375-9 (平裝)

主題式大法官釋字詳析. 110 版/劉邦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0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8-1 (平裝) NT$500

民法物權編概要. 110 版/顏台大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6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9-9 (平裝) NT$580

主題式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
題. 110 版/吳迪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0 .-- 6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0-7 ( 平 裝 )
NT$620

司法特考: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
暨解析. 110 版/林強, 陳晟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0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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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裁剪實務. 下/羅淑杏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4-7 (平裝)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4-9 (平裝) NT$50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 第九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3-5 (平裝) NT$650

老師解題: 行政法(申論&測驗混合
題)/郭羿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912 .-- 7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6-3 (平裝) NT$680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陳介中編著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56 (平裝) NT$500

老師解題: 監獄學概要(混合題)/霍華
德, 張維軒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780-1 ( 平 裝 )
NT$450

行政法: 全彩圖說/伊藤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18 (平裝) NT$680

行銷實務. 下/鄭桂芬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3-0 (平
裝)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林清編
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10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7-7 (平裝) NT$650

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中餐
旅群)= Western cuisine practice/侯建誠
作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22 (平裝)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09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556-9 (平裝) NT$750
老師開講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0-6 ( 平 裝 )
NT$580

男士美髮. II/李美娟, 鍾俊德, 李源林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19-8 (平裝)
*我們的旅行: 教師手冊/姚如芬主
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數
學教室, 10910 .-- 6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262-8-3 (平裝)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宋定翔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2-6 (下冊:平裝) NT$650

*我們的旅行: 學生手冊/姚如芬主
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數
學教室, 10910 .-- 4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262-9-0 (平裝)

老師開講: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33 (平裝) NT$580

材料與試驗. 下(技術型高級中學土
木與建築群)/洪國珍, 楊松翰, 莊豐益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
社, 10910 .-- 2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79-3-0 (平裝)

老師開講: 英文/高逸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2-5 (平裝)
NT$520
老師解題: 民法總則/苗星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88 (平裝) NT$500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陳介中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3-2 (平裝) NT$500
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申論題)/陳介中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
領域英文. A. 第四冊/王韻婷等編著;
車畇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5-4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學. 四/吳秀蓮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0910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8935-8-9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C. 四/陳吳煜, 馬雅筠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翔宇, 10909 .-- 2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35-7-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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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件原
理. 下/柯雲龍, 潘建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54 (平裝)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一科速成總整理/
廖 乃 麟 作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0910 .-- 2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9-2 (平裝) NT$360
抉對選擇: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4-0 (平裝) NT$420
法院組織法/名揚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2-0 (平
裝) NT$600
初級閱讀高分過= GEPT/謝柏均, Jeff
Kuhel, Lelia Edmunds 作 .-- 第二版 .-臺北市 : 敦煌, 10912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606-911-6 (平裝)
初等土地行政大意 3 Point. 111 版/林
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8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5-8 (平裝) NT$620
初等土地法(概要)大意 3 Point. 111 版
/林育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1 .-- 7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6-5 (平裝) NT$620
初等公民 All Pass 歷屆試題全解. 111
版/陳萱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1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5-3 (平裝) NT$500
初等公民速解. 111 版/林茵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0-3 (平
裝) NT$600
初等公民愛練書. 111 版/艾欣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30 (平裝) NT$580
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11 版/林茵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1001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5-4 (平裝) NT$620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
一. 111 版/陳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00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2-3 ( 平 裝 )
NT$560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111 版/程明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1001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3-4 (平裝) NT$650
初等行政學 18 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
111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001 .-- 832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14-591-0 ( 平 裝 )
NT$600
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11 版/
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4-1 (平裝) NT$650
初等交通行政(大意)3 Point. 111 版/林
敏玄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6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8-9 (平裝) NT$620
初等考試:新縱橫英文. 111 版/郭立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0-4 (平裝) NT$580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
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11
版/張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0-9 (平裝) NT$600
初等法學大意. 111 版/陳治宇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66 (平裝) NT$650
初等法學大意. 111 版/程怡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61 (平裝) NT$660
初等法學大意: 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
題庫. 111 版/顏台大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76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99-6 (平裝)
NT$620
初等英文測驗題庫 Q&A. 111 版/顏弘,
顏國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1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4-6 (平裝) NT$650
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原住民
族發展史). 111 版/鄭中基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7-2 (平
裝) NT$600
初等破解公民. 111 版/陳萱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8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5-9 (平
裝) NT$630
初等國文完全攻略(包括公文格式用
語). 111 版/林嵩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1 .-- 5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89-7 (平裝)
NT$600
初等國文測驗加強版公文格式用語
及應用文精要. 111 版/郭雋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7-3 (平
裝) NT$500
初等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
文格式用語). 111 版/江河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92-7 (平
裝) NT$480
初等基本電學大意: 測驗選擇題庫劃
答案. 111 版/程金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1 .-- 4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601-6 (平裝)
NT$600
初等運輸學大意 3 Point. 111 版 /林敏
玄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4-7 (平裝) NT$560
初等運輸學大意重點整理暨精選、
歷屆試題全解. 111 版/劉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6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6-0 (平
裝) NT$620
初等經濟學大意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1 版/許偉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1 .-- 40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88-0 (平裝)
NT$480
初等題庫: 21 DAYS 秒速解決英文試
題. 110 版/顏弘, 顏國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3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2-2 (平
裝) NT$480
初等題庫: 21 DAYS 秒速解決國文試
題. 110 版/田丹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0 .-- 3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3-9 ( 平 裝 )
NT$480
金融科技知識: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柳威廷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1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0-8 (平裝) NT$380
88

知識圖解: 公共政策解要/張楚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4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59-0 (平裝) NT$520
知識圖解: 行政學申論題庫: 實戰出
擊/郭雋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0 .-- 5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1-3 ( 平 裝 )
NT$65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通 訊 所 ).
2021(107-109 年試題)/周易, 程逸, 時
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4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5-5 (平裝) NT$500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子 學 ).
2021(107-109 年試題)/劉強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3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31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輸送現象與單元
操作). 2021(105-109 年試題)/林隆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4-8 (平裝) NT$500
食品加工實習/吳啟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3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16 (上冊:平裝)
面面觀數學. B, 講義/張進成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910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5-9 (第 4 冊:平裝) NT$200
洗錢防制法大意. 2021: 重點整理+精
選考題/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640-9 (平裝)
NT$400
財 政學 主題式 申論 題庫精準 解題 .
110 版/鄭漢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4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82-8 (平裝)
NT$600
財產保險業務人員: 速成總整理/林
忠 義 編 著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0910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39-3 (平裝) NT$480
高普招考: 公文寫作技巧及案例解析
/邱忠民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2-2 (平裝)

烘焙實務.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學餐
旅群)= Baking practice/張瑞雲, 葉昱
昕編著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3-9 (平裝)
旅館客務實務. 下, WEB HOTEL 飯店
管理高手(V7.x 版本)(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餐旅群)/吳碧仙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0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09 (平裝)
毫无隐藏: 单身营会学员手册=
Single life workshop workbook/贝瑞伯
恩(Barry Byrne), 萝莉伯恩(Lorl Byrne)
合著; 林少轩译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 109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28-69 (平裝)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3-2 (平
裝)
國文: 測驗/卓村編著 .-- 第六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8-5 (平
裝) NT$560
國文: 測驗(高普考)/卓村編著 .-- 第
六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1-1 (平裝) NT$560
國文: 測驗(國民營考試)/卓村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1-5 (平裝) NT$560
國文: 測驗(警察特考)/卓村編著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09-2 (平裝) NT$560
國文: 測驗(鐵路特考.升資考.各類相
關考試)/卓村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10-8 (平
裝) NT$560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
規)/程譯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9 .-- 68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564-4 (平裝)
NT$660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德芬編著 .-- 第
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0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38-8 (平裝)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暨各國
人事制度三合一申論題庫精解/常亮
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10 .-- 6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0-5 (平裝) NT$650
*組合數學= Combinatorics/黃敦煌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 4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6-0 (平裝) NT$580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關鍵實務/蘇彤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21-2 (平裝) NT$450
這 是一本民 法概要解 題書 / 凌云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1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16-8 (平裝) NT$450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選擇題/尹睿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15-1 (平裝) NT$450
這是一本移民法規選擇題/泰米, 陸
羽, 謝安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
享數位文化, 1091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218-2 (平裝)
NT$450
毫 無 隱 藏 : 與 聖 靈 連 結 = Spirit
connection manual/ 貝 瑞 伯 恩 (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作; 高倢,
傅子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毫
無隱藏關係協會, 109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28-5-2 (平裝)
捷運招考: 數理邏輯分析(含邏輯推
理)/司馬明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1-5 (平裝)
細 說企業管 理大意重 點整理 / 楊鈞
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8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54 (平裝) NT$580
清潔隊員招考: 桃園市環境稽查大隊
清潔隊員題庫(環保常識及政風相關
法令)/鼎文名師群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10 .-- 3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58-18-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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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
庫雙效解析/劉秀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560-6 (平
裝) NT$600
單一級食物製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
全攻略/冠勁工作室編著 .-- 四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0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0-4 (平
裝) NT$400
郵政三法大意: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邵之驊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10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7-8 (平裝) NT$500
郵政內勤國文. 2021: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余訢, 得勝, 鍾虹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2-3 ( 平 裝 )
NT$450
郵政內勤題庫攻略六合一(共同+專
業科目)/邵之驊等編著; Maggie Y.Y.
主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1-5 (平裝) NT$600
郵政外勤國文. 2021: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余訢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1-6 (平裝) NT$450
郵政外勤題庫攻略四合一(共同+專
業科目)/邵之驊等編著; Maggie Y.Y.
主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2-2 (平裝) NT$600
郵政企業管理. 2021/楊鈞作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646-1 (平裝)
NT$520
郵政招考.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樂達,
周宇, 杰魯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4-7 ( 平 裝 )
NT$380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最新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邵之驊編著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0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48-5 (平
裝) NT$500
郵政英文試題全解/陳致宇(茶碗蒸)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7-1 (平裝) NT$500

10912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6-9 (平裝)

數學教室, 10910 .-- 6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642-0-3 (平裝)

就是這本民事訴訟法概要體系+解題
書/薏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
數位文化, 10910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20-5 ( 平 裝 )
NT$4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第四冊/
王信雲等編著; 車畇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31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77-5 (平裝)

*當我們窩在一起: 學生手冊/姚如芬
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
數學教室, 10910 .-- 4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642-1-0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4A/游森
棚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1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4-5 (平裝)

會計學新百試達講義. IV/黃仁乙, 黃
雅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
書, 10911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42-5-4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4B/游森
棚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3-8 (平裝)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徐
弘縉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10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42-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課本. 四 A/
陳界山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2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4-1 (平裝)

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啟芳會計研
究室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啟芳,
10911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14-8-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就是這本民事訴訟法體系+解題書/
薏偉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11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217-5 ( 平 裝 )
NT$450
就是這本刑事訴訟法概要體系+解題
書/施正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
享數位文化, 10911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219-9 (平裝)
NT$450
郵政專業英文. 2021: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簡捷, 拿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10 .-- 4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643-0 ( 平 裝 )
NT$4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課本. 四 B/
陳界山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5-8 (平裝)

飲料實務. 下冊(技術型高中餐旅
群)= Beverage practice/劉碧雯編著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1-5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領域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林元露等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0910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6-6 (平裝)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第四
冊 = Physical education/ 方 進 隆 等 編
著 .-- 初版 .-- 臺中巿 : 育達文化,
10910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18-68-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4/謝佩芬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0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5-9 (平裝) NT$318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
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四冊/沈易利等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10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91-2-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體育. 第四冊/王鍵銓等編著;
尤聰銘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0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7-3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趙大衛等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0912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145-2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姚珩
等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普通高級中學(新關鍵)圖解生物學
測總複習講義/馬瑪宣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0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0-4 (平
裝) NT$313
結構學<<試題精選>>/林冠丞作 .-二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0910 .-67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766-4-3 (平裝) NT$680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陳志遠等編著;
張忠成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0911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38-5 (平裝)
智慧型復習講義化學. 指考篇/何雅
修, 黃娟娟, 陳彥羽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0912 .-- 3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3-4 (平裝)
*當我們窩在一起: 教師手冊/姚如芬
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 : 姚姚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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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啟
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
市 : 啟芳, 10911 .-- 18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114-9-8 ( 平 裝 )
NT$150
新課綱必背 2000 字詞/林佳芳等編
譯 .-- 臺北市 : 佳音, 10910 .-- 2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48-502-4 (平
裝)
*微積分= Calculus/黃敦煌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冊 .-- ISBN 978-986-5934-44-6 (上冊:
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93445-3 (下冊:平裝) NT$360
經濟學考衝懶人包/蔡孟儒編著 .-- 4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0910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42-47 (平裝)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
通關寶典/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5-4 (平
裝)
照顧服務員職前培訓教材/照服研究
小組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
109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6-1 (平裝)
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 110 版/何漢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3-6 (平裝) NT$600

趣 味寓言 精選 / 學萌教育工作室改
編 .-- 新北市 : 捷英社文教, 10911 .-10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3092-7-1 (平裝) NT$15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
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薪橋, 10911 .-- 3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1-0 (平
裝) NT$34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
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6-5 ( 平 裝 )
NT$32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
物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5-8 ( 平 裝 )
NT$34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
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3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2-7 ( 平 裝 )
NT$34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
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4-1 ( 平 裝 )
NT$36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
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6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68-0 ( 平 裝 )
NT$36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
史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3-4 ( 平 裝 )
NT$340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暨解析. 110
版/林強, 陳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4-3 ( 平 裝 )
NT$550
歷 屆學測英 文字彙題 庫 /陳鳴弦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10 .-27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5-7-4 (平裝)
機械製造與機械製圖(中油). 110 版/
黃易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84-2 (平裝) NT$650
應用力學/李榮華, 李岱佳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0910 .-- 2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076-92 (平裝)
縱觀: 內外科護理學/晨棠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10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3-3 (平
裝) NT$580
證券交易法爭點解讀/鄭律師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1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1-7 (平裝) NT$520
證券交易法關鍵選擇/辰茗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949 (平裝) NT$50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
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6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67-3 ( 平 裝 )
NT$390

霧峰向日葵家園融合教育研習活動
教材. 園藝與生態篇/吳佳軒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霧 峰 向 日 葵 家 園 ,
109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475-8-2 (上冊:平裝) NT$50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
乙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 14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70-3 ( 平 裝 )
NT$300

警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9 .-- 10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4-558-3 (平裝) NT$75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
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
北市 : 薪橋, 10911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69-7 ( 平 裝 )
NT$300

警察考試: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
暨解析. 110 版/林強, 陳晟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6-7 (平
裝) NT$550
警察法規考前劃重點口袋書/程譯監
修 .-- 三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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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 .-- 6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6-4 (平裝) NT$380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郭羿編
著 .-- 三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10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9-5 (平裝) NT$500
鐵路特考: 企業管理大意/畢斯尼斯
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0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19-2 (平裝)
鐵路特考: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
暨解析. 110 版/林強, 陳晟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577-4 (平
裝) NT$55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公民與英
文 )( 適 用 佐 級 ). 2021(99-109 年 試
題)(測驗題型)/Jacob Wu 等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70 (平裝) NT$3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企業管理大
意)(適用佐級). 2021(99-109)(測驗題
型)/趙敏, 張承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18-7 (平裝)
NT$25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事務管理大意
(適用佐級)). 2021(99-109 年試題)(測
驗題型)/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1-7 ( 平 裝 )
NT$3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國文)(適用佐
級). 2021(99-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
李華, 紫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6-3 ( 平 裝 )
NT$30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鐵路運輸學大
意 ( 適 用 佐 級 )). 2021(99-109 年 試
題)(測驗題型)/吳亮, 林彬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0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194 (平裝) NT$250
觀光英語/Meg C.Y. Lee, Hannah Hayes,
Patricia Barie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72-8 (平裝)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二冊(技術型
高 級 中 學 餐 旅 群 )= Tourism &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何美億
編著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0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0-8 (平裝)

兒童讀物
57 號小豹/郭瀞婷文; 傅馨逸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7-3
(EPUB) NT$300
Aesop's whimsical world: Aesop and the
shipbuilders/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Jemima Maybank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42-4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mischievous
dog/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Veronika
Kotyk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38-7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bears and
the travelers/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Megan Higgins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43-1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doe with
the silver ey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Alette Straathof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39-4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honest
wood cutter/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Olivia Holde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36-3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little red
riding hood/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Alette Straathof .-- 1st ed. .-- 臺南市 : 企
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40-0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Jemima Maybank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41-7 (精裝)
Aesop's whimsical world: zeus and the
tortoise/illustration and story by Olivia

Holden .-- 1st ed.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10 .-- 32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47-37-0 (精裝)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6/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2-8 (PDF)
Pop-up & learn: animals/YOY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6-7 (精裝)
Pop-up & learn: colours/YOY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0911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69-8 (精裝)
Pop-up & learn: numbers/YOY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
文化, 10911 .-- 14 面; 19X19 公分 .-ISBN 978-986-243-768-1 (精裝)
Pop-up & learn: opposites/YOY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
文化, 10911 .-- 14 面; 19X19 公分 .-ISBN 978-986-243-767-4 (精裝)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3/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3-5 (PDF)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4/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4-2 (PDF)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5/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5-9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Asia.
1/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6-6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Asia.
2/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7-3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Asia.
3/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8-0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China.
1/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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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501-7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Middle East.
1/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499-7 (PDF)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Taiwan.
1/Candy Tang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佳音,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8-500-0 (PDF)
Why are you sad?/written by Camilla Wu;
illustrated by Anne Lee .-- 新北市 : 卡
密拉兒童文學, 10910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874-2-5 (平裝)
心地善良的大老鼠(中英對照版)/羅
潔希文. 圖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69-1 (EPUB)
天使工廠(中英對照)/郭瀞婷作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86-8 (EPUB)
古愛爾星球上的怪獸們/王馨儀, 翁
如妤圖. 文 .-- 臺中市 : 咔年國際,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898-5-1 (EPUB)
相片門/黃麗玟著; 浴巾老師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小文創, 10911 .-冊 .-- ISBN 978-986-92986-5-0 (全套:
平裝) NT$420
美語巴弟. 第十一冊, 文具王國=
Buddy english. vol.11, stationery
kingd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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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183-6-7 (平裝附光
碟片)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
書: 機械/洋洋兔編繪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10 .-- 152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491-525-5 ( 平 裝 )
NT$280
保護者= Beschützer/黑爾格.搭恩俆爹
特(Helge Darnstaedt)作; 林淑萍譯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0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23 (平裝)
給兒童的數學繪本: 日期,規律,圖形/
張順燕著; 智慧鳥繪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32-97-0 (全套:精裝) NT$840

給兒童的數學繪本: 加法,減法,時間/
張順燕著; 智慧鳥繪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32-96-3 (全套:精裝) NT$840
腕龍溜滑梯/胡妙芬文; Asta Wu 圖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9-8
(EPUB)
愛的故事.知識繪本. 3/潘美慧文; 灰
塵魚,熊育賢,劉鶚菁, Shih-Fen 圖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12 .-冊 .-- ISBN 978-986-5546-14-4 (全套:
精裝) NT$1059
漂漂與 Catan 歷險記: 我可以擁有一
支手機嗎?/漂漂老師(蔡雅琦)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數位設計創作協
會, 10910 .-- 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57-0-5 (平裝) NT$150
臺灣螢火蟲家族/賴胤就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299-1 (EPUB)
NT$430
熊讚牌蜂蜜/易昀文; 亨利達達圖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34-9 (PDF)
NT$280
熊讚牌蜂蜜 2.0(中英對照)/易昀文;
亨利達達圖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5-6 (PDF) NT$280
暴龍時光機/胡妙芬文; 達姆圖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88-1
(EPUB)
大明英烈傳/城菁汝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92-8 (EPUB)
三國演義/(明)羅貫中原著; 宇文正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96-6 (EPUB)
*聊齋誌異/(清)蒲松齡原著; 詹文維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72-0 (EPUB)
萬花樓演義/(清)李雨堂原著; 張博鈞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995-9 (EPUB)
薛丁山征西/冷翔雲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99-7 (EPUB)

漫畫書
2.5 次元的誘惑/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2-1 (第 1 冊:平裝)
23:45 Re;/緒花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94-2 (平裝) NT$140
2DK 的同 居 情事 / ジョゼ 作 ;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8-0 (平
裝) NT$130
3P 開始了!!/克.亞樹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14 (第 1 冊:平裝)
4 號室的工作室/鈴倉温作; 神威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1-9 (平裝)
6 月的情書/春田菜菜作; 蔡孟婷譯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2-0 (第
3 冊:平裝)
AGRAVITY BOYS 無重力少年/中村
充志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430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044-7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045-4 (第 3 冊:平
裝) NT$100
BEASTARS/板垣巴留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73-1 (第 21
冊:平裝) NT$100
BURN THE WITCH 龍與魔女/久保帯
人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461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047-8 (第 2 冊:平裝) NT$100
DEMON TUNE 魔鬼音律/小玉有起作;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17-0 (第 1 冊:平裝)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724 (第 12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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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 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9-4 (第
7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
幻靈事件/TYPE-MOON 原作; 佐々木
少年漫畫;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2-2 (第 1 冊:平
裝)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100 (第 11 冊:平裝)
Fate/strange Fake/ 成 田 良 悟 , TYPEMOON 原作; 森井しづき漫畫; 小天
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4-6 (第 4 冊:平裝)
JOJO 的奇妙冒險 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3-2 ( 第 24 冊 : 平 裝 )
NT$100
Kakao Friends Office: 我的願望是不加
班/안또이文字; 시루插畫; 富海科技
翻譯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3-6 (平裝)
KERORO 軍曹/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4-1056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06-3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07-0 (第 30 冊:平裝)
LoveR 捕捉心動/カズヲダイスケ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冊 .-- ISBN 978-957-26-6083-6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084-3 (第 2 冊:平裝) NT$130
MAO 摩緒/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2-2 (第 4 冊:平裝)
M 領域的居民/南塔子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冊 .-

- ISBN 978-986-504-611-8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12-5 (第 4 冊:
平裝)
NEKOPARA 貓娘樂園: 巧克力&香草
/Tam-U 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2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42-3 (平裝) NT$130
OL 與貓 咪的同 居生活 / 嵩乃朔作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089 (第 1 冊:平裝) NT$130
ORIGIN 原型機/Boichi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0-2 (第 10 冊:平裝)
OVERLORD 不死者之 oh!/丸山くが
ね原作; じゅうあみ 漫畫 ; 吊木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18-6 (第 5 冊:平裝)
Rosen Blood: 悖德冥館/石据花散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82-3 (第 3 冊:平裝) NT$100
See you later,Mermaid 晚點見,美人魚/
早寝電灯作; 戴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2-686-5 (平裝)
SEKIRO 隻狼外傳: 不死半兵衛/From
Software 監修; 山本晉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20-9 (平裝)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序列爭戰
(劇場版)/川原礫原作; IsII 漫畫; 九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17-9 (第 4 冊:平裝)
Sword Art Online 刀 劍 神 域 Project
Alicization/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
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24-116-2 (第 3 冊:平裝)
TeknoLove-實驗零式/希月[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7-6 (第 3 冊:平
裝)
ももこ畫集: arietta/ももこ作; 蘇聖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8-4 (平裝)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7-0 (第
9 冊:平裝) NT$130

「鬼灯的冷徹」塗鴉筆記/江口夏実
作 ; 江 昱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2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4-8 (平裝) NT$24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椿泉漫畫; 陳鈞
然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6-0 (第 12 冊:平裝)

二七部隊/王永成漫畫; 洪碧梧腳本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1091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7-0-2 (上冊:平裝) NT$300

不死心的漫長單相思/ヤマヲミ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92-8 (平裝) NT$130

九天少年/阮光民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動力, 10910 .-- 1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9-0-8 (第 1 冊:
平裝) NT$230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48-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049-2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050-8 (第 3 冊:平裝) NT$100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高瀬志
帆作; 章澤儀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1-520-3 (第 4 冊:平裝)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大詩理
惠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11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08-8 (第 10 冊:平裝)

日向的青空/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冊 .- ISBN 978-957-10-9274-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275-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57-10-9276-8 (第 3
冊:平裝)

小邪神飛踢/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07 (第 8 冊:平裝)

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小林キナ
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7-7 (第 1 冊:平裝)

工作細胞 BLACK/原田重光原作; 初
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5-6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天使/星名あんじ作; 刻托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6014-0 ( 平 裝 )
NT$130

三角窗外的夜色/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賴思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冊 .-- ISBN 978-957-26-6029-4 (第 8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030-0 (第 9 冊:平裝) NT$130
小欣的三好日記/滿觀法師總編輯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0911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5-7 (第 5 冊:平裝) NT$160
口是心非眼鏡男的懊惱/本庄りえ作;
王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89-8 (平裝) NT$130
大奧/吉永史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8-2 (第 17 冊:平裝)
小僧來參訪/山本小鉄子作; 曾瀞玉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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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
纏了上來。/川村拓作; 蘇奕軒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91 (第 6 冊:平裝)
巴奈與月/獅子心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海穹文化,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96-2-8 (平裝)
天使與黑道/星名あんじ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1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078-2 (平裝)
NT$140
水都物語/南部書之助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96-0-4 (平
裝)
水族館可愛生物!圖鑑/Matsuorca 作;
連雪雅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48-3 (平裝)

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
東ふゆ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8-4 (第 2 冊:平裝)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春場葱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冊 .-- ISBN 978-957-26-5976-2 (第 6 冊: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5977-9 (第 7 冊:平裝) NT$190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04-609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610-1 (第 5 冊:平裝)

本大爺是魔女/赤尾でこ原作; ウラ
ミユキ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1 .-- 184 面; 17 公分 .-ISBN 978-986-512-692-6 (第 2 冊:平裝)

代理畫家/무나무作; 葛增娜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95-9 (第 1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096-6 (第 2 冊:平
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0973 (第 3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098-0 (第 4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099-7 (第 5 冊:平
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1000 (第 6 冊: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6101-7 (第 7 冊:平裝) NT$16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白米良原作;
RoGa 漫畫;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87-8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白聖女與黑牧師/和武葉佐乃作; 廖
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冊 .-- ISBN 978-957-26-5952-6 (第 5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953-3 (第 6 冊:平裝) NT$10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白米良原
作; 神地あたる漫畫; 張绍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86-1 (第 5 冊:平
裝) NT$130

半澤直樹(漫畫版)/池井戸潤原作; フ
ジモトシゲキ漫畫; 黃娟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48-5 (第
2 冊:平裝)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蛭田達也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ISBN 978-957-26-5926-7 (第 11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9274 (第 1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928-1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5929-8 (第
14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26-5930-4 (第 15 冊:平裝) NT$250

平穩生活的危機/由元千子作; 瓜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3-1 (平裝)

父權化石/尤俠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7-5 (EPUB)

四分鐘的金盞菊/キリエ作; 郭子菱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冊 .-- ISBN 978-957-10-9239-3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10-9240-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241-6
(第 3 冊:平裝)
瓦尼塔斯的手札/望月淳原作; 平川
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冊 .-- ISBN 978-957-10-9257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258-4 (第 7 冊:平裝)
白金 PASTA/新田祐克作;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58 (平裝)

白爛貓 5 週年紀念書/麻糬爸(林昱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那條魚國際,
1091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51-0-1 (平裝)
好小子(愛藏版)/千葉徹彌作; 黃桂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ISBN 978-957-26-5998-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5999-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6000-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001-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002-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003-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004-1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005-8 (第 8 冊:平裝) .-ISBN 978-957-26-6006-5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6007-2 (第 10
冊:平裝)
地下忍者/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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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3-9 (第
2 冊:平裝)
肉皂/小島動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4-227-5 (平裝)
NT$300
老師,α 就不行嗎?/山森ぽてと作; 巫
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6-2 (平裝)
百鬼夜行抄/今市子作; 尤靜慧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85-4 (第 28
冊:平裝) NT$130
色情/鳥海よう子, 岩本薫作;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5-7 (平
裝) NT$130
灰野都 10 週年畫集 Preserved Flowers/
灰野都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0-5 (平裝)
收視最前線/亦兒漫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海穹文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96-1-1 (平裝)
地獄樂/賀来ゆうじ作; 林佳祥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022-5 (第 11
冊:平裝) NT$105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りゅらせんひ
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つか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3-8 (第 1 冊:平裝)
回憶中的金平糖/持田秋作; 莊湘萍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1-3 (第 4 冊:平裝)
在寵愛下融化的洋娃娃/筋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3-5 (平
裝) NT$130
交纏不清的三人/箱石タミィ作; 王
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33 (平裝) NT$130
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殿ヶ谷美
由記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3-1 (第 3 冊:平裝) NT$140

攻 殻 機 動 隊 THE HUMAN
ALGORITHM/吉本祐樹漫畫; 藤咲淳
一腳本;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874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57-26-6088-1 (第 2 冊:平裝) NT$180
我才不會認同兩性身體!/花音千尋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4-8 (第 3 冊:平裝)
尾田栄一郎畫集 ONE PIECE COLOR
WALK. 9, TIGER/尾田栄一郎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6-59540 (平裝) NT$390

分 .-- ISBN 978-957-26-5934-2 (平裝)
NT$130
我們成了真人ＣＰ?/腰オラつばめ
作 ; 李 其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409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041-6 (下冊:平裝) NT$140
我們真的學不來!/筒井大志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18 (第 19 冊:平裝) NT$100
弟控哥哥請轉頭看我/木下ネリ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935 (平裝) NT$130

私生子.噩夢/橋本光作; 揪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19-4 (平
裝)

我最討厭你/上田にく原作; kyo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7-2 (平裝)

佐佐木與宮野/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9-1 (第 6 冊:平裝)

妖傀愚連隊/スズキ唯知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85-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086-7 (第
2 冊:平裝) NT$130

弟弟與我同齡卻超蠻橫/佳門サエコ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12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7-7 (平裝)
我的青春不交給你/加藤スス作;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26 (平裝) NT$130
我的幸福婚姻/顎木あくみ原作; 高
坂りと漫畫;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09-6 (第 1 冊:平裝) NT$140
我的菁英上司廢得很可愛/白崎ナベ
作; 布丁媽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7-3 (平裝) NT$160
你的戀情屬於我/ときたほのじ作;
夏未央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0-2 (平裝) NT$140
你是我的業障/にゑ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1-5 (平
裝)
我是哥哥/三田六十作; 布丁媽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80 面; 18 公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樫木祐人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64 (第 8 冊:平裝) NT$130
赤髮白雪姬/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76 (第 21 冊:平裝)
你遭難了嗎?/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
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7-0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呆蠢渣男我才不想遇到第二次/鳴坂
リン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2-7 (平裝)
岳/石塚真一作; 御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20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243-0 (第 18
冊:平裝)
兔子先生的銀河冒險= Les aventures
galact: ques avec monsieur lapin/Public
Child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何學儀,
10912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2-0 (第 3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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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野狼做色色的事♥/吉田屋ろ
く 作 ; 李 芸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1 .--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9-7 (平裝) NT$130
明天將會是晴天/上田アキ漫畫; 小
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3-4 (平裝)
金田一 37 歳之事件簿/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79-3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30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天
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
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144 (第 29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5915-1 ( 第 30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26-5916-8 (第
3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5917-5 (第 32 冊:平裝) NT$240 .-ISBN 978-957-26-5918-2 (第 33 冊:平
裝) NT$240 .-- ISBN 978-957-26-59199 (第 34 冊:平裝) NT$240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44-7 (第
2 冊:平裝)
怪怪守護神/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17-1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018-8 (第
24 冊:平裝) NT$100
府城少女巷口指南/府城少女!力爭上
游原作; SAKANA 漫畫 .-- 新北市 : 可
洛洛文化創意, 10910 .-- 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80-0-3 (第 1 冊:
平裝)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村田真優作;
Arieru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8-3 (第 11 冊:平裝)
狐狸同學,我們相愛吧!/文日野ユミ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9-9 (平裝) NT$130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58-8 (第 13
冊:平裝) NT$100

分 .-- ISBN 978-957-26-5947-2 (平裝)
NT$160

亞童/天野雀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41-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50

約定的夢幻島/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
すか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55-7 (第 20 冊:平裝) NT$100

幸運女神(愛藏版)/藤島康介作; 鄭維
欣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ISBN 978-957-26-5920-5 (第 19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57-26-59212 (第 20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26-5922-9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26-5923-6 (第
2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26-5924-3 (第 23 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26-5925-0 (第 24 冊:平
裝) NT$300

致命裁決: 多數決死亡遊戲/ナンキ
ダイ原作; 池上竜矢漫畫; 蒼貓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3-9 (第 1 冊:平裝)
重現世界歷史輕鬆讀(漫畫版)/張武
順編輯工作室編輯製作; 韓峰漫畫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興日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88391-13 (全套:平裝) NT$6300

特特的奇幻之旅/周梨鈴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那條魚國際, 1091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651-18 (平裝)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5-3 (第
9 冊:平裝)
海盜戰記 VINLAND SAGA/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0-1 (第 24 冊:平裝) NT$100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57-1 (第 22
冊:平裝) NT$100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71-7 (第 3 冊:平裝) NT$130

倉鼠助六的日常/GOTTE 作; 涂愫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49-0 (平裝)

花與墨/国谷キノ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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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1-5289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529-6 (第 14 冊:平裝)

討厭,討厭。討厭?/犬神スケキヨ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46-5 (平裝) NT$130

放學後不能說的秘密/海灯火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86 (平裝) NT$130

旅行 That's Journey/石坂ケンタ作; 黎
維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4-6 (第 1 冊:平裝)

為了養老,我要在異世界存 8 萬枚金
幣/FUNA 原作; エモト惠介漫畫;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冊 .-- ISBN 978-957-10-9246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247-8 (第 2 冊:平裝)

峰岸先生就是想餵食大津先生/三戶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0-0 (平裝)

阿爾蒂/大久保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0-8 (第
8 冊:平裝)

昨日的美食/吉永史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277-5 (第 16 冊:平
裝)
為你啜泣的純情/松基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5-3 (平裝)
苦味王子/中河友里作; 盧昀詩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149 (第 2 冊:平裝)
故事尚未結束/おまる作; 徐柔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

狼的花嫁/りゆま加奈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81-6 (第 3 冊:
平裝) NT$130
神狐將軍. 第二卷之無刪剪版/七朵
芸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七朵芸的
畫畫, 10912 .-- 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1-3 (平裝) NT$180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CLAMP 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700 (第 9 冊:平裝) NT$100
航海王 500 問答手冊. III/尾田榮一郎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2-5 (平裝) N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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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敷童子不要走/湖水きよ作; 王薇
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911 (平裝) NT$150
秘戀/三ツ矢凡人作; Shion 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2 .-- 17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6051-5 ( 平 裝 )
NT$130
第 2 位的 α/渋江ヨフネ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55 (平裝)
接下來,我將被後輩擁入懷中/佳門サ
エコ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36-0 (平裝)
國王排名/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9-0 (第
3 冊:平裝)
異世界失格/野田宏原作; 若松卓宏
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080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081-2 (第 2 冊:平裝) NT$130

處男還那麼放肆!/小野アンビ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79 (平裝) NT$130
彩虹端的寶藏: 林亭葳十週年畫集/
林亭葳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9-9 (平裝)
細細品嘗戀愛的甜美/ヒナチな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082-9 (第 1 冊:平裝) NT$100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山田惠庸原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1-0 (第 4 冊:平裝)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6-3 (第 14 冊:平裝) NT$100
莓與戀/TOWA 作; 秦不虫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1-7 (平
裝)
啃噬指尖/赤星ジェイク作; 鍾明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1-5 (平裝)
混獸想被疼愛到最深處/南国ばなな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2-4 (平裝)
通靈童子(愛藏版)/武井宏之作; 許任
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ISBN 978-957-26-5988-5 (第 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89-2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90-8 (第 3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57-26-5991-5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92-2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93-9 (第 6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57-26-5994-6 (第 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95-3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5726-5996-0 (第 9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57-26-5997-7 (第 10 冊:平
裝) NT$190
雲之獸: 來自遠古的守護者/漢寶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515-3 (平裝)

ISBN 978-957-26-5964-9 (第 30 冊:平
裝) NT$100

黑色五葉草/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56-4 (第 26
冊:平裝) NT$100

渴望愛人、想要被愛/木下ネ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2-2 (平裝) NT$130

黑色五葉草外傳 四騎士/田代弓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冊 .-- ISBN 978-957-26-5974-8 (第 5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975-5 (第 6 冊:平裝) NT$100

絮絮/Lii 小說原作; 噢水作 .-- 初版 .-高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0910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32-4-0 (平
裝) NT$330

給我安靜一點/山野でこ作; 謝旻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3-3 (平裝)
渣男與忠犬/ヤマヲミ原作; kyo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24-1 (平裝)
黑或白/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476 (第 4 冊:平裝)
進房前別忘記敲門/黒木えぬこ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9-5 (第 5 冊:平裝) NT$130
最後之戀/市原悠希作; KIYO.D 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071 (平裝)
最後的 ABO/晴川シンタ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54-6 (平裝)
越南戰爭. 後篇/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10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8-3 (平裝) NT$350
棒球人生賽 4th/蠢羊編繪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40-5 (平
裝) NT$330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3-4 (第 18 冊:平裝)
黑執事/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7 公分 .-98

無 價 之 畫 : 巴 黎 的 追 光 少 年 /HO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1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516-0 (第 1 冊:平裝) NT$420
越線兄弟/魚ともみ作; 澤野凌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035-5 (平裝)
NT$130
單蠢女孩/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91100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700-8 (第 11 冊:平裝)
喜歡你的臉/ 金魚鉢でめ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4-1 (平裝)
單戀之燈/あずみ京平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2-6 (平裝)
嗨!阿公!: 從陪伴到離別的點點滴/三
日捲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25-0 (平裝) NT$200
愛上棄貓的純情小貓/高昌ゆ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4-6 (平裝) NT$130
碁幻傳說/薰の名原作; 許瑞峰作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0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27 (第 1 冊:平裝)
椿町的寂寞星球/山森三香作; 王薇
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冊 .-ISBN 978-957-26-5948-9 (第 11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9496 (第 1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950-2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5951-9 (第
14 冊:平裝) NT$100

群青色般眩目的你/酒井真由作; 蔡
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73-7 (第 5 冊:平裝)

與你的夢幻樂園/渡邊加奈作; 蔡雨
璇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13-2 (第 3 冊:平裝)

愛 的 牢 籠 / 左 藤 さ な ゆ き 作 ;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2-8 (平
裝) NT$140

與你的戀愛小確幸/ymz 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40-3 (平
裝) NT$130

溫柔的白熊/しろさめ作; 陳怡君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1-3 (平裝)

與你從誤會開始/三島一彦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904 (平裝) NT$130

溫柔的男人(誤)/椎葉奈那作; 郭子菱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66-9 (平裝)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おそら
作;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2 .-- 18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24-115-5 (第 10 冊:平
裝)

零度領域/貓邏原作; D2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65-6 (第 14 冊:平裝)
催 眠 麥 克 風 Before The Battle-The
Dirty Dawg/EVIL LINE RECORDS 原
作; 鴉月ルイ漫畫; 尤靜慧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5978-6 (第 4 冊:平裝)
NT$130
催淫毒: 修女和吸血鬼/暁作; 蔡雨璇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06-4 (第 2 冊:平裝)
暗黑校規/藤峰大和作; KIYO.D 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187 (平裝)
罪惡與快感/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95 (第 2 冊:平裝)
極道超女/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冊 .-- ISBN 978-986-524-108-7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09-4
(第 18 冊:平裝)
愛與過失/大森小鳩作; 吳昇卉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34-0 (平裝)
夢之雫、黃金鳥籠/篠原千絵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18 (第 14 冊:平裝) NT$100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仲
谷鳰等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3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113-1 (第 5 冊:
平裝)
蜜情/鳥海よう子, 岩本薫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11-9 (平
裝) NT$130
與頂級型男的償債契約/丹野ちくわ
ぶ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5-3 (平裝) NT$130
漫畫今昔物語: 水木茂的平安朝綺情
異聞錄/水木茂著; 酒吞童子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12 .-- 5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792 (平裝) NT$620
演算正義 Episode/蔡沂澄原著; 咖啡
因, 費子軒漫畫 .-- 臺北市 : 光譜映像,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9005-22 (全套:平裝)
監獄有鬼= Ghost girlfriend in jail/好故
事工作坊原著編劇; 李晴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911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9-15 (第 1 冊:平裝)
夢夢畢業紀念冊/夢夢編輯部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1-2 (平
裝)
漫漫話台灣. 動物篇/山崎龍漫畫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1 .-- 160
99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72 (平裝)
精靈寶可夢 SPECIAL 太陽.月亮/山本
智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1-0 (平裝)
談一場沉醉的戀愛/小鳥遊ひろ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6-0 (平裝) NT$130
影宅/走馬燈作; 陳鈞然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698-8 (第 3 冊:
平裝)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1 .-- 20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5960-1 (第 20 冊:平
裝) NT$140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中原亞
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05-7 (第 4 冊:平裝)
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春輝作;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ISBN 978-957-26-6023-2 (第 4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024-9 (第
5 冊:平裝) NT$130
龍之血/奇蝦三葉蟲漫畫 .-- 初版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50-9-5 (平
裝)
隨心所欲!操縱女性的智慧型手機!!/
クリムジン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696-4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12-697-1 (下冊:平裝)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赤岸 K, 江口連, 雅作; 賴瑞琴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1-7 (第 6 冊:平
裝) NT$13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史伊的大冒險/江口連原作; 双葉も
も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2-4 (第 4 冊:平裝) NT$130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山本崇
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 漫畫 ; 泪紫音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45-4 (第 4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0083 REBELLION/矢
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
畫; 王志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2 .-- 19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24-111-7 (第 14 冊:平
裝)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矢立
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6-3 (第 16 冊:平裝) NT$150
閻鐵花= Yan/常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辣,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496-0-6 (第 1 冊:平裝)
NT$400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42-3 (第 10 冊:平裝)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馬場翁原作; か
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14-8 (第
8 冊:平裝)
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教會餐飲改革
的悠閒修女生活/柚原テイル原作;
吉村旋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5-7 (第 1 冊:平
裝)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愛七ひ
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 漫畫 ; 王志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12-4 (第 9 冊:平裝)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異聞:
在魔國生活的三人組/伏瀬原作; 戸
野タエ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42-7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943-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944-1 (第
3 冊:平裝) NT$130
關係不好的未婚夫妻/鉢谷くじら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4-0 (第 1 冊:平裝)

羅曼蒂克 romantic/西田東作; 籃球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3-3 (平裝)
難道長得不帥就只能當個好人嗎?=
The story about a good man/RIV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17-3 (第 4 冊:平裝)
寶島上菜: 北稻埕南國華= Savoury
Formosa/鄭硯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明堂圖文創意工作室, 109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88-05 (平裝)
寶寶來了!/小雪(寶寶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12 .-- 冊 .-- ISBN
978-986-451-203-4 ( 全 套 : 平 裝 )
NT$400
續.情色小說家 回憶&未來/丸木戸マ
キ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39-3 (平裝) NT$130
魔女的使命/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968-7 (第 15
冊:平裝) NT$130
魔王的可愛乖寶寶山田/きあま紀一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24-119-3 (第 4 冊:平裝)
魔王陛下,請和我結婚/池内 たぬま
作 ; 王 杉 珊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1 .-- 冊 .-- ISBN 978-957-26-5935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936-6 (第 2 冊:平裝) NT$130
魔法使的新娘/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0287 (第 14 冊:平裝) NT$100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21, 激戰!
塗鴉王國與差不多四勇者/臼井儀人
原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1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45-8 (平裝) NT$100
聽我的電波吧/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980-9 (第
8 冊:平裝) NT$130
戀中的毒針/手島淇亞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冊 .100

- ISBN 978-986-504-615-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16-3 (第 2 冊:
平裝)
戀愛 x 症候群/町田とまと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3-9 (平
裝) NT$130
戀愛志向學生會/如月群真作; 林佳
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ISBN 978-957-26-5983-0 (第 3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984-7 (第
4 冊:平裝) NT$130
戀愛廢話/福山遼子作; Niva 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1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931-1 (第 1 冊:平
裝) NT$100

小說及雜文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祝 雄英地
下迷宮/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
作 ; 劉 仁 倩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7-7 (平裝) NT$200
2070 AI 新紀元. 上集/昕辰(陳隆貴)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陳 隆 貴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9-9 (EPUB) NT$265
诡轶纪事. 零, 众鬼闲游/笭菁, 龙云,
尾巴 MISA, 御我, 路边摊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42-8 (EPUB)
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 I, 蒼月魔
女與受詛咒之王/古宮九時作; 陳柏
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20 (平裝) NT$200
*人肉搜索/食凍麵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1-8 (PDF) NT$260
人肉搜索/食凍麵(Stoneman)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89-9 (EPUB)
入夢者: 夢境操控師/林淑萍編著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25-5
(EPUB)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

986-521-678-8 (第 5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19-8 (第 52 冊:平裝)
大宅們之魯蛇集團/Stoneman(食凍麵)
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4-8 (PDF)
NT$280

*太初之初: 朱雀記. 第八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69-2 (EPUB)
*太初之初: 朱雀記. 第九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70-8 (EPUB)

大宅們之魯蛇集團/Stoneman(食凍麵)
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53-0
(EPUB)

四十歲左右的社畜是魔像之主/高見
梁川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4-4 (第 2 冊:平裝) NT$200

大奉打更人/賣報小郎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ISBN 978-986-521-683-2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16-7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741-9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42-6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43-3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44-0 (第 10 冊:平裝)

台大愛情故事/食凍麵(Stoneman)著 .- 增 訂 版 .-- 臺 北 市 : 華 品 文 創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5-2 (EPUB)
*半生緣(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張
愛玲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0-4 (PDF) NT$380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
員不擇手段!. 外傳, 貴族院一年級生/
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9-7 (PDF) NT$280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5-533-9 ( 第 3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34-6 (第
3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35-3 (第 39 冊:平裝) NT$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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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3-5
(PDF) NT$280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3-8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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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8-0
(PDF) NT$299
三國大爆笑全集/七月來雪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1 .-- 5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77 (平裝) NT$399
六合槍/宴平樂著 .-- 台北市 : 華星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95-0-5 (EPUB)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79-5 (第 5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91-7 (第 5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92-4 (第 5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693-1 (第 5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46-4 (第 60
冊:平裝)
外掛藥師的異世界之旅/赤雪卜ナ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3-7 (第 4 冊:平裝) NT$200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688-7 (第 77 冊:平
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77-1 ( 第 103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21-690-0 (第 10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18-1 (第 105
冊:平裝)

*太初之初: 朱雀記. 第七卷/若微玹
作 .-- 高雄市 : 若微玹,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68-5 (EPUB)

百花/川村元氣作;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33-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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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夜也有星/盼兮著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29-3 (平裝)
NT$250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ISBN 978-986-521-728-0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29-7 (第 27
冊:平裝)
百鬼夜行. 卷二, 水鬼/笭菁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37-4 (EPUB)
百鬼夜行. 卷二, 水鬼(簡體字版)/笭
菁 作 .-- 臺 北 市 : 嗨 森 數 位 文 創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38-1 (EPUB)
自殺功法/陳念萱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9-8 (EPUB)
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 受虐的前勇者
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柑橘ゆすら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9-1 (第 3 冊:平裝) NT$200
百萬倍攻速/碎月流江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ISBN 978-986-515-572-8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35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4-2 (第 12 冊:平裝) NT$180
全職公敵/石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63-6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64-3 (第 5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650 (第 6 冊:平裝) NT$190
走入你的良夜= Walk into your night/
秦三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1-8-6 (平裝) NT$33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95-5 (第 3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696-2 (第 3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97-9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98-6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699-3 (第 4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21-1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22-8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23-5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24-2 (第 4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25-9 (第 45
冊:平裝)
*赤地之戀(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
張愛玲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1-1 (PDF) NT$320
我有百萬億分身/重劍無鋒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冊 .-- ISBN 978-986-515-536-0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37-7 (第 14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538-4 (第 15 冊:平
裝) NT$180
你在這裡,能呼吸嗎?/竹宮ゆゆこ著;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1-2-7 (PDF) NT$280
我的經紀人是大明星!?/龍雲意著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6286 (上冊:平裝) NT$230
身為普通大叔的我帶著神賜予的能
力在異世界旅行,累了就用轉移魔法
回家。/霜月緋色作; 劉仁倩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8-3 (第 3 冊:平
裝) NT$200

978-986-521-702-0 (第 4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26-6 (第 4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27-3 (第 45
冊:平裝)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3, 為了
哭泣少女的轉移魔法/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2-1 (平裝) NT$200
阿斯嘉特武皇戰記. 2, 魔弓麗姬與獸
彈影者/鏡遊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0-6 (平裝) NT$200
武道通神/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5-545-2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46-9 (第
1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47-6 (第 15 冊:平裝) NT$190
為了當劍士而入學,魔法天賦卻高達
9999!?/年中麦茶太郎作; 林玟伶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065-2 (第 2 冊:
平裝) NT$200
怨女(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張愛
玲 作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7-3 (PDF) NT$260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ISBN 978-986-515-553-7 (第 27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544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55-1 (第 29 冊:平裝) NT$180
食色故事/陳念萱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5-0 (EPUB)
拯救全球/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ISBN 978-986-521-707-5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08-2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09-9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0-3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1-0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2-7 (第 18 冊:平裝)
紅顏已老/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1-2 (EPUB)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5-556-8 (第 57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86-515-557-5 (第 58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582 (第 59 冊:平裝) NT$190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710-5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11-2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12-9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33-4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4-1
(第 15 冊:平裝)

軍中輔導/陸坡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一木工作室, 10910 .-- 67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32-2-6 (平裝)
NT$540

修真界唯一錦鯉/枯玄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ISBN 978-986-515-551-3 (第 10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520 (第 11 冊:平裝) NT$190

重生之快意人生/柳岸花又明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6726 (第 5 冊:平裝)

秧歌(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張愛
玲 作 .-- 二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19-8 (PDF) NT$260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蛇蠍點點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5-1 (第 5 冊:平
裝) NT$200

重生之快意人生/柳岸花又明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冊 .-- ISBN 978-986-521-682-5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713-6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14-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15-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5-8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6-5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37-2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38-9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39-6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40-2
(第 15 冊:平裝)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81-8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06-8 (第 20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51-8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52-5 (第 22
冊:平裝)

*來生別哭/溫如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5-9 (PDF) NT$340
怪咖向前走/夏霏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3-8 (EPUB)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700-6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01-3 (第 42 冊:平裝)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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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52-8 (第 26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653-5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54-2 (第 28
冊:平裝)
第一神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75-9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6-6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7-3 (第 6 冊:平裝) NT$18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689-4 (第
106 冊:平裝)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95-7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96-4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597-1 (第 12 冊:平裝) NT$19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717-4 (第
107 冊:平裝)

都市至尊戰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ISBN 978-986-515-569-8 (第 1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04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71-1 (第 12 冊:平裝) NT$180
異世界轉生...才怪!. 2/碳酸著; 涂紋
凰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36-5 (EPUB) NT$196
疏狂年少/林世奇作 .-- 臺初版 .-- 臺
北市 : 林世奇, 10910 .-- 299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10-1 (平裝)
被放逐的 S 級鑑定士打造了最強公
會/瀬戸夏樹作; 偽善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1-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這該活的愛/食凍麵(Stoneman)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74-5 (EPUB)
推薦菜單. 1, 迪亞多拉斯風味的伊貝
利龍尾排/汐邑雛作; 何力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6069-0 ( 平 裝 )
NT$200
梟寵女主播/陌上纖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ISBN 978-986-515-560-5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561-2 (第
4 冊:平裝) NT$250
單人旅行/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0-5 (EPUB)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與增加
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活/
星崎崑作; 簡廷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4-5 (第 3 冊:平裝) NT$200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66-7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67-4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68-1 (第 21 冊:平裝) NT$180
黑白道台灣/潘松帶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0-0 (PDF) NT$500
開局成了二世祖/小明太難了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冊 .-- ISBN 978-986-515-539-1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40-7 (第 11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541-4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無限血核/蠱真人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92-6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93-3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94-0 (第 6 冊:平裝) NT$180
開掛詩仙蘿莉與我的轉生修羅場/逸
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68 (第 2 冊:平裝) NT$20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ISBN 978-986-515-548-3 (第 2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490 (第 3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50-6 (第 31 冊:平裝) NT$180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94-8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20-4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47-1 (第 44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48-8 (第 45 冊:平
裝)
聖武時代/道門弟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598-8 ( 第 22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599-5 (第
103

2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00-8 (第 24 冊:平裝) NT$190
傾城之戀(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
張愛玲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18-1 (PDF) NT$320
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62-9 (第
2 冊:平裝) NT$250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ISBN 978-986-521-680-1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03-7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04-4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05-1 (第 25 冊:平裝)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15-542-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543-8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544-5 (第 6 冊:平裝) NT$180
詭軼紀事. 零, 眾鬼閑遊/笭菁, 龍雲,
尾巴 MISA, 御我, 路邊攤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41-1 (EPUB)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601-5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02-2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03-9 (第 12 冊:平裝) NT$180
睡了大神還想跑!/流螢著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0911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27-9 (平裝)
NT$240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
活. 5, 很遺憾,黎里加爾多已經消失了
/鷲宮たいじん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1-3 (平裝) NT$200
精靈幻想記. 17, 聖女的福音/北山結
莉 作 ; 蕪 村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77-5 (平裝) NT$200
廢土走私商/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21-673-3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674-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75-7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76-4 (第 4
冊:平裝)
墮落王子外傳: 夏日之宮/C. S.帕卡特
(C. S. Pacat)著; 朱崇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39-0 (EPUB)
龍 王 的工 作 !/ 白鳥士郎 作 ;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6-9 (第
13 冊:平裝) NT$20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9, 燒烤內臟 x 暴食祭典/江口連作; 黃
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607 (平裝) NT$200
機械狂潮/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21-684-9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685-6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686-3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687-0 (第 4
冊:平裝)
親愛的家家/悍兔著 .-- 初版 .-- 台北
市 : 悍兔, 10912 .-- 15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498-1-1 ( 平 裝 )
NT$200
賽門.史塔倫哈格科幻繪本三部曲/賽
門. 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 作;
李建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701-29 (全套:精裝)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5/岬著;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32-7 (PDF) NT$320
璧玉弓. 下/獨抱樓主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605-40-4 (EPUB)
璧玉弓. 上冊/獨抱樓主著 .-- 台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95-1-2
(EPUB)
璧玉弓. 下冊/獨抱樓主著 .-- 台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95-3-6
(EPUB)
璧玉弓. 中/獨抱樓主著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57-8605-39-8 (EPUB)

璧玉弓. 中冊/獨抱樓主著 .-- 台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95-2-9
(EPUB)

้ .-- 1 .-- 南投縣 :
ตนเอง /เฉิ น เทียน-เจียน
農委會水保局, 10911 .-- 80 面; 32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50-6 (活頁裝)
NT$3000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貓寬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5599 (第 7 冊:平裝) NT$250

禅嚣心经/白云老禅师着 .-- 初版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079-6-5 (PDF)
NT$140

響念 / 夏天晴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1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959-5 (平裝) NT$200

叁十而儷: 臻品 30 週年跨世代女性
藝術家/鄭堯君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臻品藝術文化, 10911 .-- 7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664-739 (平裝) NT$200

魔術時刻/蘇偉貞著 .-- 首版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36-3 (EPUB)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058-4 (第 4 冊:平裝) NT$200

其他

啓示錄關鍵字解經. 上集, 1-11 章/鄭
志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鄭志浩,
10910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183-8 (平裝) NT$700
A family trip/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06-0 (平裝)

108 個月: 觀察者藝評小誌/鄭雯仙企
劃主編 .-- 臺南市 : 佐佐目藝文工作
室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88597-6-0 (全套:平裝) NT$700

Alexander Graham Bell/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
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565-09-1 (平裝)

1884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歷史探訪手
札/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
淡水古蹟博物館, 1091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6-5 (平裝)
NT$80

Animal farm/author George Orwell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2-7 (25K 平裝)

2020 ICOMOS 6ISCs Joint Meeting
/editor Ya-Ning Yen, Chao-Shiang Li .-1st ed.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1 .-- 3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64-2 (平裝) NT$350
2020,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w era of
heads-duel warfare: a ray from the dawn
of world peace/author Watcher .-- 1st
ed. .-- 苗栗縣 : 詹益銘, 10911 .-- 48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20 (平裝)
22 個今生靈魂課題= Soul lessons and
soul purpose: a channeled guide to why
you are here/ 桑 妮 雅 . 喬 凱 特 (Sonia
Choquette)著; 林群華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6-9-9 (平
裝) NT$450
คู ่ม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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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revolution: decoding the
ultimate wisdom/author Jimmy Wu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吳 哲 銘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2-5 (PDF)
Danny kids phonics/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
科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8534-6-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65-03-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65-04-6 (第 6 冊:平裝) .-ISBN 978-986-5565-05-3 (第 7 冊:平裝)
Dharma as water: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volume 3/Shih Cheng Yen[作] .-- 臺北
市 : 靜思人文,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604-1-0 (EPUB)
Explor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ish/
朱珀瑩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
誌, 10910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02-64-9 (平裝) NT$300

From mountain to mountain/Barry
Martinson[作] .-- 新竹縣 : Tau Books,
10910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070-1-5 (平裝)
ICTs for precision agriculture focusing
on rice productio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edit by Akira Hasebe,
Zolkafli Bin Aris .-- 1st ed. .-- 臺北市 :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10910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366-1-3 (平
裝)
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being/edited by Kuo-Ching Lin,
Kuang-Chung Lee .-- 1st ed. .-- 臺北市 :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10912 .-- 26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66-2-0 (平
裝)
IMSO(math division): a pathway to
successful career/edited by Wen-Hsien
Sun, Simon L. Chua, Renard Eric L.
Chua .-- 臺北市 : 九章, 1091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285 (平裝)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帥建林, 周
媛媛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 10911 .-- 2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680-491-5 ( 平 裝 )
NT$580
Learn the biology wisdom from holly
Bible/by kuo chien min .-- 1st ed. .-- 高
雄市 : 學界資訊, 10910 .-- 5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87200-5-3 (平裝)
Little red riding hood/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
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07-7 (平裝)
Maurice Ravel: le Tombeau de Couperin:
suite pour hautbois & piano/張瑞芝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歐藝文化, 10910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660-1-8 (平裝) NT$600
M 湖書簡: 羅智成旅美札記與攝影/
羅 智 成 作 .-- 臺 北 市 : 華 品 文 創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2-3 (EPUB)
Never forgotten...: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Taiwan during World War II. / .-- 新北
市 : Mei-Hua Publishing, 10911 .-- 6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9430-18 (平裝)
O Pitiri'an to Heci^ no Nitayalan no Yincu-min-cu= Indigenous peoples policy
achievements
2016-2020
special
issue/editor in chief Icyang.Parod .-- 1st
ed.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10910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26-4 (平裝) NT$350
Ora Nui. 4, Māori literary journal/by
Anton Blank Ltd .-- 1st ed. .-- 臺北市 :
書林, 10910 .-- 2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45-904-9 (平裝) NT$700
Path of seeing the pure-light mind/author
Frieda Huang .-- 臺 北 市 : 張 湘 娥 ,
10911 .-- 3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8-3 (平裝)
PCBShop 採購指南. 2021/ .-- 初版 .-桃園市 : 臺灣電路板協會, 10910 .-31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192-2-7 (平裝)
Phonics pro magic 1200/author Catherine
Eisele, Winni Lin .-- 1st ed. .-- 臺北市 :
凱撒琳, 10910 .-- 冊 .-- ISBN 978-957506-196-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506-197-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06-198-2 (第 3 冊:平裝)
SF01 博爾兀典藏說明書/伍薰作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0911 .-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65508-8 (平裝)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ield manual
for farmland/chief editor Tien-Chien
Chen .-- 1st ed.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0911 .-- 8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5449-49-0 (活頁裝) NT$3000
Sweet spot/蘇莉莉編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定易, 10911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48-0-7 ( 平 裝 )
NT$200
The 10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ject
briefing/edit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novation methods,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 新竹市 : 中華
系統性創新學會, 10910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16-4-5 (平裝)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gram
brochure/edit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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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methods,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 新竹市 : 中華
系統性創新學會, 10910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16-3-8 (平裝)
The animal musicians/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
習王科技,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565-10-7 (平裝)
The boy who cried wolf/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
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565-14-5 (平裝)
The calling/author An Ping .-- 1st ed.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4-0 (精裝)
NT$580
The candy house/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
科技,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2-1 (平裝)
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 新 北 市 : 學 習 王 科 技 ,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34-8-4 (平裝)
The crow and the water bottle/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
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34-7-7 (平裝)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08-4 (平裝)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ant/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34-9-1 (平裝)
The magic pot/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科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1-4 (平裝)
The old man and the sea/author Ernest
Hemingway .-- 4th ed.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1-0 (25K 平裝)
The reference dictionary of the Arabic
language(root words). fascicule 1, letter
ảlif[]ا/by Hsu Cheng-Hsiang .-- 1st ed. .- 新北市 : 徐氏書坊, 10910 .-- 3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4343-9-3 (精
裝)
The wizard of Oz/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 1st ed. .-- 新北市 : 學習王
科技,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65-13-8 (平裝)
ZUZU 與 MANA 寫真書= ズズとま
なのフォトブック/ZUZU 與 MANA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3-7 (平裝)
一次讀懂西洋繪畫史(暢銷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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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iko TANAKA)監修; 陳嫻若譯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250-0
(EPUB) NT$379
一個簫郎: 陳中申洞簫作品精選/陳
中申編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國
樂團,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59-37-6 (全套:精裝)
一闋詞.一份情: 唐宋詞的情感世界/
劉少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1 .-- 冊 .-- ISBN 978-957-32-89005 (全套:平裝) NT$760
十 四經絡循 行彩色圖 錄 /潘隆森編
著 .-- 第四版 .-- 臺中市 : 群生診所,
10911 .-- 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69-5-1 (平裝) NT$250
人物境共好: 平衡 成長 共生: CPC 65
周年紀念專刊/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
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國生
產力, 1091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54-87-1 (平裝) NT$360
入夢者: 夢境操控師/林淑萍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0 .-- 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9-3 (平
裝)
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千年智慧書/巴爾
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編著;
樹 君 編 譯 .-- 臺 北 市 : 華 志 文 化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46-4-7 (PDF) NT$280
女生最愛看的 53 個心理測驗/王郁婷
編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28-2
(PDF)

土地請站起來說話/詹澈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81-3 (EPUB)
女性主義: 21 世紀公民的思辨課/朱
莉安娜.弗里澤(Juliane Frisse)著; 趙崇
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80-0 (PDF) NT$299

ISBN 978-986-264-353-2 ( 平 裝 )
NT$2000
五行村莊之嘉義縣義竹鄉平溪村安
溪寮莊/陳元義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陳元義, 11001 .-- 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7-9 (平裝)

大敗局/吳曉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6-2 (PDF) NT$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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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6-2 (EPUB)

工程人法律入門/李方中作 .-- 臺北
市 : 中興工程基金會, 10910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42-84-9 (平
裝)

月昇山谷/暢文; 塵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4-5-7 (精裝)
NT$450

小鼻/邱宇晴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559-31-1 ( 精 裝 )
NT$300

手的歷史/詹澈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7-6 (EPUB)

大學的社會責任. 四, 快時尚的循環
經濟/蔡翠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47-2-3 (PDF)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決戰必勝本)=
SAT grammar review test/ 張 維 總 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10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74-66-1 (平裝) NT$150
水上屋影像創作= House on the water:
art photography by Y.C.Chou/周永忠創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概念趨向美術
工作室,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671-0-5 ( 平 裝 )
NT$300
太上黃庭經/吳昌益著作 .-- 新北市 :
吳昌益, 10912 .-- 3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8197-5 (精裝)
巴扎的彩虹/稻草人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02-8 (PDF) NT$600

午後の淡水/王騰芸等作; 許傳陽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網路新聞
報, 10910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33-0-5 (平裝)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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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490-4-9 (平
裝) NT$400
中國歷史的終極破局謀略/墨子非編
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46-2-3 (PDF)
NT$30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一, 華夏歷史/薛
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7-9 (PDF) NT$32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一, 華夏歷史/薛斐
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7-9
(EPUB)

不丹閉關人/陳念萱文.圖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61-5 (EPUB)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二, 文化精華/蔣
成峰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8-6 (PDF) NT$400

不可不知的做人厚黑學/史晟編著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6-0-9 (PDF)
NT$30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二, 文化精華/蔣成
峰 等 編 著 .-- 臺 北 市 : 華 品 文 創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8-6 (EPUB)

日本領導廠商掃描. 2020 年/陳玲蓉
等作 .-- 初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 10910 .-- 105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三, 衣食住行/種
方, 高中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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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34-9-3 (PDF) NT$30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三, 衣食住行/種方,
高中正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9-3 (EPUB)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五, 多彩漢語/蔣
芳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01-1 (PDF) NT$300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五, 多彩漢語/蔣芳
儀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1-6
(EPUB)
*中華文化小百科. 四, 民俗風情/蔡
曉薇, 胡芳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00-4 (PDF) NT$320
中華文化小百科. 四, 民俗風情/蔣曉
薇, 胡芳芳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0-9 (EPUB)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
文 集 . 第 二 十 九 屆 =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wenty-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edited
by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1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7-9 (平
裝) NT$400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
文 集 . 第 二 十 九 屆 =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wenty-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edited
by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11 .-- 4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8-6 (光碟
片) NT$400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20:
變革中的特殊教育/姜義村等作 .-- 初
版 .-- 臺東縣 : 特殊教育學會,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554-5-5 (平裝) NT$40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0 第 25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Chinese Institute
of Design Annual Conference 2020/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大學工業設計系編
輯 .-- 臺南市 : 設計學會, 10910 .-- 8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8688-91 (隨身碟)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
定 . LEVEL 8= Chinese Percuss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graded drum
examination LEVEL 8/張文光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打擊樂協會, 10911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377-8 (平裝)
文創地圖: 指引,一條文創的經營路
徑/周鈺庭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9-4 (PDF) NT$380
天黑黑嘜落雨: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
傳真/詹澈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9-0 (EPUB)
比較中西政治思想/張翰書著 .-- 臺中
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48-072-1 (PDF)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20: 科元藝
術中心藝術家與作品介紹畫冊/王董
碩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科元藝術
中心, 10910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74-5-8 (平裝)
台 北 藝 博 會 魏 畫 廊 . 2020: 傅 慶 豊
「 反 復 古 藝 術 」 = 2020 Art Taipei:
Amanda Wei Gallery Alixe Fu's "AntiRetro Art"/蔡姈燕文 .-- 新北市 : 麗娜
藝術, 1091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640-0-5 (平裝)
用走的去跳舞/鄧九雲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4-4 (EPUB)
生命之光/太陽盛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圓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712-0-1 ( 全 套 : 平 裝 )
NT$2000
生命流域裡的萬紫千紅/陳正平等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11 .-13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271-1 (平裝)
世界上第一美味的懶人料理法 100
道/好餓的灰熊著; 王華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24-2 (PDF)
NT$380
以為時間久了,我就會沒事: 大腦會
記住小時候的委屈、孤單和傷心!說
出憋在心裡的痛苦,突破無法解決的
關卡/催光鉉(츼광현)著 .-- 初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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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大樹林,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154-7-2 (EPUB)
世界最偉大的力量是人的品格/潘維
宗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46-3-0
(PDF) NT$260
民間傳統身體文化的探析-以南瀛陣
頭文化為中心/蔡沂蓁著 .-- 初版 .-臺南市 : 蔡沂蓁, 10910 .-- 6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184-5 (平裝)
可傳遞信息. 10, 有效的讀聖經/白立
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9-0-5 (PDF)
可傳遞信息. 10, 有效的讀聖經/白立
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19-1-2
(EPUB) NT$35
可傳遞信息. 11, 喜樂的奉獻/白立德
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9-2-9 (EPUB) NT$35
只需一顆善良的心/陳靜安編著 .-- 新
北市 : 培育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9522-3-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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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82-4
(PDF) NT$299
*甘願綻放/許菁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6-6 (PDF) NT$320
台灣產業地圖. 2020 年/鍾俊元總編
輯 .-- 初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 10910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4-9 (平裝) NT$2000
台灣獨曆. 2021: 台灣歷史上的今天=
Taiwan independence calendar/Mock
Mayson 主編.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11 .-- 7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01-923-2 (平裝) NT$800
台 灣 繁 養 殖 魚 介 貝 類 專 刊 . XXII=
Fishes of aquaculture in Taiwan/于乃衡
編著 .-- 1st ed. .-- 高雄市 : 水產種苗
協會, 10912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302-5-0 (平裝)

她方/顏艾琳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0-6 (EPUB)

吃品味: 尋常好滋味/陳念萱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78-3 (EPUB)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找到完整的自己/
艾尔文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74-9 (平裝)

死 後 會 如 何 ?= What happens after
death? / 理 查 . 腓 力 斯 (Richard D.
Phillips)著; 郭熙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改革宗, 10910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09-0-7 ( 平 裝 )
NT$140

全方位操駕百科大全/倪世峰文字編
輯;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菁華,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6078-9-6 (PDF)
NT$10910
在平靜中,享受幸福的生活/余紀楨編
著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2-2-4 (PDF)
*自主學習成就解鎖: 帶你找到最想
學 打造獨有學習歷程/葉士昇作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0-4
(EPUB) NT$380
自在人生: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 108
paroles de sagesse. II= 108 adages of
wisdom, part II/聖嚴法師著 .-- 初版 .-臺北市 : 聖嚴教育基金會, 11001 .-13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644399-2 (平裝)
舌尖上的台灣小吃/林二少編著 .-- 臺
北市 :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328-2-8 (PDF) NT$280
舌尖上的台灣小吃/林二少編著 .-- 臺
北市 :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328-3-5 (EPUB)
*安全感: 女性財產保護實戰攻略/于
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1-1 (EPUB)

守秩序 I.II: 影像創作專刊/李宏耕等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數設
系, 10910 .-- 21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57-8584-19-8 (平裝)
有鹿哀愁/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8-2 (EPUB)
全國商學暨觀光餐旅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第 15 屆= The 15th Busines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Conference/健
行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編 .-- 桃
園市 : 健行科大民生與設計學院 ,
10910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74-1 (平裝)
成都慢生活 Moments in Chengdu/西門
媚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4-7
(EPUB)
早晚禮佛懺悔儀文/ .-- 一版 .-- 臺中
市 : 瑞成, 10910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85-900-6 ( 經 摺 裝 )
NT$70
在新的田地裡播種好的種子/潘維宗
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46-1-6
(PDF) NT$280
有點難但我做到了/尤俠作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55-4 (EPUB)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吳曉波
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56-1
(EPUB)
沐光畫會五週年紀念畫冊/呂和謙編
輯 .-- 臺中市 : 沐光畫會, 10910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06-00 (平裝)
我的可愛 134 公里/夏霏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1-4 (EPUB)
我的初問與冏答/林淑萍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0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1-6 (平裝)
我的演員日記/鄧九雲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5-1 (EPUB)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南 勢慶安 宮 /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
撰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910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42-6-1 (平裝)
沈著/陳佳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陳
佳琦, 10910 .-- 23 面; 21X21 公分 .-ISBN 978-957-43-8240-8 (平裝)
走過一世紀的泉源/洪慧敏主編 .-- 彰
化縣 : 彰化縣姊妹會, 10910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83-0-0 (平
裝) NT$480
吹落企!薩友同樂會/王云希(Sax Ruby)
作 .-- 新北市 : 阿道夫樂器, 10910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820-1 (第 1 冊:平裝)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姚秦)龜茲三
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 臺中市 : 法藏
文化, 10910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81-2-1 (平裝)

肉身/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6-7 (EPUB)

我一個人記住就好/許悔之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82-0 (EPUB)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八十八佛洪名
寶懺(國語注音)/ .-- 一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910 .-- 1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85-901-3 (經摺裝) NT$220

*共和大業/歐陽軍喜, 王憲明等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03-5 (PDF)
NT$380

村上春樹文学の挑戦: 魅力.裝置.震
災/曾秋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 10910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0-03-4 (平裝) NT$500

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 第一輯/謝鶯
興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3-9
(PDF)

百香成果專刊/南投百香果資源永續
之煉銀網團隊編著; 林正敏, 洪崇彬,
周麗楨, 施鴻琳主編 .-- 南投縣 : 南開
科大,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371-5-2 (HTML)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吳曉
波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04-2
(PDF) NT$360

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 第二輯/謝鶯
興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4-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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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 第三輯/謝鶯
興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5-3
(PDF)
吳福助教授著作專輯. 第四輯/謝鶯
興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6-0
(PDF)
何謂復活?= What is resurrection?/約珥.
畢克(Joel R. Beeke)著; 郭熙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10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9-9-9 (平
裝) NT$140
*走讀周有光: 漢語拼音之父/陳光中
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05-9 (PDF)
NT$380
走讀周有光: 漢語拼音之父/陳光中
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76-9
(EPUB)
*走讀魯迅: 一代文學巨擘的十一個
生命印記 /陳光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06-6 (PDF) NT$380
走讀魯迅: 一代文學巨擘的十一個生
命印記(彩色版)/陳光中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7-8 (EPUB)
*花田半畝/田維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0-3 (PDF) NT$280
來自北方的凝視: 郭雪湖與他的南國
世界= The Gaze from the North: Kuo
Hsueh-Hu and His Southern World/尊彩
藝術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尊彩國際,
10911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00-4-5 (精裝)
味有餘= Ten stories of military village
in Pintung/古佳峻, 鐘文伶文字 .-- 初
版 .-- 屏東縣 : 屏縣愛鄉協會, 10910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4247-2-1 (平裝) NT$380
*於是,游泳: 全球第一本游泳詩集(中
法 雙 語 版 )= Donc, nager comme un
poisson/陳秋玲(Vivi Chen)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07-3 (PDF) NT$350
青春的年代浪漫的力量/劉佳奇特約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上善人文基

金會, 10910 .-- 2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29536-2-4 (平裝) NT$300

致良,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26-1-3 (平裝) NT$450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 馬來亞篇/
古鴻廷著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70-7 (PDF)

宗鏡錄/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
覺禪師延壽集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51-8-8 (PDF)

侍酒師的葡萄酒品飲隨身指南: 從初
學到進階,掌握 35 個品種、129 個葡
萄園、349 個 AOC 法定產區,教你靈
活運用成為出色的侍酒師!/積蘭.德
切瓦(Gwilherm de Cerval)文; 尚.安德
烈(Jean André)繪圖; 劉永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9-252-4
(EPUB) NT$379

要不要在臉書分享呢?= Share or not
to share on Facebook?/林淑萍(Shuping
Lin)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0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3-0 (平裝)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阿彌陀經;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妙法蓮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國語注
音)/ .-- 一版 .-- 臺中市 : 瑞成, 10910 .- 3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85902-0 (經摺裝) NT$300
金剛經尋寶/陳念萱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72-1 (EPUB)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二
部曲/徐子雲, 戴振琳(懷常)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09-7 (PDF) NT$380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二
部曲/徐子雲, 戴振琳(懷常)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67-7 (EPUB)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首
部曲/徐子雲, 戴振琳(懷常)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08-0 (PDF) NT$350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首
部曲/徐子雲, 戴振琳(懷常)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66-0 (EPUB)
服裝類奢侈品設計需求及代言人特
質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demand for
the design and the trait of endorser over
luxury apparel/陳怡君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令和開發, 10910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07-0-9 (平裝)
NT$450
法學通識教育的省思: 以理念及實踐
為中心/邱祈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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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責備/周雲蓬作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3-2 (PDF) NT$320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張燕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62-2 (EPUB)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1/張燕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11-0 (PDF)
NT$480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2/張燕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12-7 (PDF)
NT$480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2/張燕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63-9 (EPUB)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計畫學際之另一
種接近方法/葉光毅等編 .-- 新竹市 :
建都文化, 10910 .-- 冊 .-- ISBN 978986-98655-3-1 (上冊:平裝) NT$800 .-ISBN 978-986-98655-4-8 (下冊:平裝)
NT$700
重 返 關 門: 踏上 布 農 丹 社歸 鄉 路 =
Musuqis han Ning' avan-Kandapan
Bunum TakiVatan na kansuqis mai asang
tu daan/鄭安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薈軒文創美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7020-2-7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7020-3-4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97020-4-1 (全套:平裝)
NT$1400
星星的作業簿/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8-1 (EPUB)
香料罐兒/陳念萱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3-6 (EPUB)

美國政治與聯合國論集/張玉生著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067-7 (PDF)
美國海洋政策/張玉生著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48-068-4 (PDF)
看 透對方心 思超強讀 心術 / 楚映天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6-0 (平裝) NT$380
胡琴 作品精選/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國樂團, 10912 .-- 10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35-2 (隨身碟)
NT$1200
拾景: 林文政創作個展/中友時尚藝
廊編輯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
廊, 10910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4-2-3 (平裝)

泰 Writing: 泰文字母(母音、高音子
音)= Thai Writing: thai alphabet(vowels
and high class consonants)/時時泰語資
源中心編輯 .-- 一版 .-- 新北市 : 時時
泰工作室, 10910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483-2-6 ( 平 裝 )
NT$100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商戰奇謀妙計/
羅策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5-3 (平裝) NT$380
*書不盡言: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I/張
愛玲, 宋淇, 宋鄺文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30-3 (PDF) NT$450
骨皮肉/顏艾琳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83-7 (EPUB)

建盞游記/茶清室文字 .-- 初版 .-- 嘉
義市 : 欣嘉和, 10911 .-- 30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9-0-3 (精裝)
NT$3000

真永是真.魔法筆記= Knowledge feast
lecture/王晴天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11 .-- 1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1-9 (平裝) NT$450

疫境化藝. 2020: 海線風情陶藝展/紀
榮吉, 陳維銓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
陶藝文化協會, 10910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6360-5-7 (平裝)
NT$600

浮石記/林諭志作 .-- 臺北市 : 林諭志,
10912 .-- 64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6-2 (平裝) NT$800

英語學習百寶箱/蘇莉莉編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定易, 10912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48-1-4 (平
裝) NT$200
食驗煮義: 克里斯丁&廚師漢克的創
意廚房 讓你隨心所欲做出 50 道超美
味料理/克里斯丁, 廚師漢克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11-3-4 (PDF)
NT$380
記,這些日子: 西班牙疫情下的隔離
日記/yaya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03-1 (EPUB)
泰 Writing: 泰文字母(中音子音、低
音 子 音 、 數 字 )= Thai writing: thai
alphabet(middle class consonants,low
class consonants and numerals)/時時泰
語資源中心編輯 .-- 一版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0910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83-1-9 (平裝)
NT$100

泰好玩泰国马尔代夫: 合艾、丽贝岛
/刘宗圣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劉
宗聖, 10910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5-1 (平裝) NT$340
神妙貴州 Magic county/陳念萱文.攝
影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68-4
(EPUB)

鬼針草女孩/孫傳莉作 .-- 初版 .-- 臺
東縣 : 孫傳莉, 10912 .-- 4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50-7 (精裝)
NT$480
拿 破 崙 . 希 爾 成 功 法 則 =The law of
success in sixteen lessons/拿破崙.希爾
(Napoleon Hill)著; 劉樹林, 包丹丰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久石文化,
10912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14-8-2 (平裝) NT$480
*紙短情長: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張
愛玲, 宋淇, 宋鄺文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17-4 (PDF)
徐復觀先生剪影/徐均琴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71-4 (PDF)
海想知道. Vol.1, 取之於山,取之於海
= Ocean knows:/王傑等撰文; 鍾宜庭
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星濱山共
創工作室, 10910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463-5-6 ( 平 裝 )
NT$120
旅遊癮者: 旅行上癮症候群/林淑萍
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林 淑 萍 ,
10910 .-- 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30-9 (平裝)
桃園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景觀影響
評估/黃文珊撰寫 .-- 初版 .-- 新北市 :
黃文珊,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8254-5 ( 平 裝 )
NT$350

書卷山城 Mount into books/西閃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94-3 (EPUB)

唐鳳: 我所看見的自由與未來/丘美
珍, 鄭仲嵐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6-6 (EPUB) NT$450

神奇不老莓與酵素對健康的妙用/劉
金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凱昕國際
文化, 10910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4515-2-9 (平裝) NT$650

*追隨力/吳維庫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52-40-4
(EPUB)
NT$195

柴門輕扣/翁翁文.攝影.插畫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70-7 (EPUB)

從千山到萬水: 1949 渡台名人故居/
劉 雨 菡 著 .-- 臺 北 市 : 華 品 文 創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7-4 (EPUB)

神奇獨角獸神諭卡= Magical unicorns
oracle cards/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著; 王培欣, 王芳屏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1001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9716-0-7 (平
裝) NT$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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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一段/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9-2 (EPUB)
眼耳鼻舌/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58-5 (EPUB)

基於實證的全口義齒製作: 考量口腔
生理的排牙方法/佐藤幸司著; 沈恩
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毅企業,
10911 .-- 8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33-0-1 (精裝)
基於模擬技術之創新產品研發=
Simulation-based innov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陳維隆作 .-- 第一版 .-臺中市 : 朝陽科大航空機械系,
10912 .-- 1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31-52-9 (平裝) NT$1000
清流 Dapil Rudan Miyan: 霧社事件 90
周年紀念特展/瑪姮.巴丸總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順益博物館, 10910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320-6 (平裝) NT$400
採茶歌、桃花過渡: 盧易之鋼琴改編
作品 鋼琴作品: 採茶歌、桃花過渡
( 簡 易 版 、 演 奏 版 )= Tea plucking
song,sister peach blossom flirts with the
old ferry man: Yi-Chih Lu's Taiwanese
Folk song arrangements for piano
solo(simplified version,concert version)/
盧易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尼可
樂表演藝術, 10911 .-- 3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2784-2-3 ( 平 裝 )
NT$200
淡淡= Tamsui local narrative/陳浩瑜等
作; 黃文倩主編 .-- 新北市 : 淡大中文
系, 1091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8-9 (平裝) NT$1200
健康老化/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
技大學高齡健康照護團隊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10911 .-- 29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80-2-9 (平裝)
船舶碰撞法理與實務/李蓬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李蓬,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13-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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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81-7 (PDF) NT$299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
育 人 文 關 懷 」 論 文 集 . 第十 三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ference
on Kang-Ning holistic education:
humanistic care in general education/李
金瑛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10910 .-- 14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2673-6-6 (平裝)
笛與簫 作品精選/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國樂團, 10912 .-- 10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36-9 (隨身碟)
NT$1000
深邃= Profound/林建忠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林建忠, 10910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1944 (精裝) NT$650
淘寶成功大解密/<<賣家>>編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45-5 (PDF)
NT$480
無上拔度功德金書科儀. 16-17, 無上
九幽合符童子科儀/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 .-- 初版 .-- 彰化
縣 : 逸群圖書, 10910 .-- 冊 .-- ISBN
978-957-8580-26-8 ( 卷 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57-8580-27-5 (卷
下:平裝) NT$400
無上拔度功德金書科儀. 18, 無上九
幽解結釋罪科儀/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 .-- 初版 .-- 彰化
縣 : 逸群圖書, 10910 .-- 9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8580-28-2 (平裝)
NT$500
無上拔度功德金書科儀. 19, 無上拔
度填庫科儀/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
祿, 林東瑨編著 .-- 初版 .-- 彰化縣 :
逸群圖書, 10910 .-- 9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8580-29-9 ( 平 裝 )
NT$500
*剩下的盛夏只剩下了盛夏/李豪著.
攝 影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22-8 (PDF) NT$320
創作的型錄/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92-9 (EPUB)
渡河的故事/韓鐘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省書屋, 10911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2010-4-9 (平裝)
NT$420
無法 填滿的洞 : 人妻夜未眠 /Naomi
Ogura 作; 黛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0-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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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生命隨心轉/林幸惠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60-8 (EPUB)
絮絮/Lii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一木
工作室, 10910 .-- 4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032-3-3 ( 平 裝 )
NT$500
最傷是回憶欲走還留/劉嘉路文 .-- 初
版 .-- 宜蘭縣 : 劉曉菁,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46-0 (PDF)
*創業實戰筆記: 教你掌握創業下半
場的生存要訣/孫志超, 鄭可君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2-8
(EPUB) NT$245
新.斷捨離/山下英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79-4
(PDF) NT$320
新北市美展. 2020= 2020 New Taipei
City Fine Arts Exhibition/龔雅雯總編
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0910 .- 14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1393-4 (隨身碟)
楊克詩集: 有關與無關/楊克作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41-7 (PDF) NT$480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
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0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7-8 (平
裝)
*微美/顏艾琳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4-1 (PDF) NT$230
* 解 除 肺 炎 真 是 順 利 = It is really
successful to relieve the coronavirus/杜
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0910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1784 (平裝) NT$150
奧修談成熟: 重新看見自己的純真與
完 整 = Maturity: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onself/ 奧 修 (Osho) 著 ; 黃 瓊 瑩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6-8-2 (平裝) NT$340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 -白)(中英對
照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

中心, 10912 .-- 29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008-3-6 (精裝)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 -黑)(中英對
照)=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
中心, 10912 .-- 29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008-4-3 (精裝)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 -藍)(中英對
照)=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
中心, 10912 .-- 29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008-5-0 (精裝)
聖經筆記: 約伯記 箴言 傳道書/李常
受著者;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部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福音書房, 10911 .-- 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166-464-4 (平裝)

*漢代學制研究/姜維公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2-5 (PDF) NT$480
實修的秘密: 禪修綱舉. 上冊 Entering
the meditation of Khyentse lineage/吳寧
強(貢絨埃薩)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64-6 (EPUB)
實修的秘密: 禪修綱舉. 下冊 Entering
the meditation of Khyentse lineage/吳寧
強(貢絨埃薩)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65-3 (EPUB)
*豪記龍虎榜. 21/石國人樂譜編製 .-臺南市 : 豪記影視唱片, 10910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6-34 (平裝) NT$150

微電腦/嵌入式系統應用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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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3490-3-2 (平裝) NT$400

*嘉義台中手機隨拍: 鍾國華攝影作
品/鍾國華作 .--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網
迅雲端, 10910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6740-57-2 ( 精 裝 )
NT$550

溫 德 斯 談 電 影 / 文 . 溫 德 斯 (Wim
Wenders)作; 張善穎, 蕭心怡, 莊仲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0911 .-冊 .-- ISBN 978-957-9072-82-3 (全套:
平裝) NT$800

漢語大師. 1(日文版)= Chinese master/
戚其璇著 .-- 八版 .-- 新北市 : 戚其璇,
10911 .-- 28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44-6 (平裝附光碟片)

詩樂翩篇: 悅讀越厲害,詩人玩跨界/
顏 艾 琳 作 .-- 臺 北 市 : 華 品 文 創 ,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5-8 (PDF) NT$270
業績千萬 4 連霸的制勝筆記: 頂尖房
仲何勝緯的銷售價值學/何勝緯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37-0 (PDF)
NT$380
意識公轉: 終極智慧解碼/吳哲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吳哲銘,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42-2
(PDF)
*塔羅牌戀人: 前世今生的祕語/陳廣
蓉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3-4
(PDF) NT$260
蛻變台北= Transform in Taipei/臺北市
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立詰企業, 10910 .-18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697-2-1 (精裝)

輕 鬆 駕 馭 英 語 簡 報 = English
presentation/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 范
雅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77-8-9 (平裝) NT$390
臺籍革命伉儷/徐康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3-1 (PDF) NT$300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9-6 (PDF) NT$600
臺灣光復/藝煤, 徐康主編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6-5 (PDF) NT$380
臺灣光復/藝煤, 徐康主編 .-- 增訂
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7-2 (PDF)
NT$500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一/徐康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20-2 (PDF) NT$300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二/劉佳雁主編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21-9 (PDF)
NT$250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三/編寫組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63-22-6 (PDF)
NT$320
臺灣抗日團體/編寫組編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23-3 (PDF) NT$380
臺 灣 產 業 群 聚 發 展 地 圖 . 2020=
Taiwan cluster mapping/陳嘉茹, 林勁
宏作 .-- 初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264-355-6 ( 平 裝 )
NT$3000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新周刊>>
主編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24-0
(PDF) NT$330

榮 耀 教 會 查 經 集 . 2020/ 林 泰 鐘
(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
書籍,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93-2-5 (PDF)

臺灣糖尿病年鑑. 2020, 第 1 型糖尿病
/胡啟民, 許志成執行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糖尿病衛教學會, 10911 .-144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7540-4-0 (平裝) NT$280

慢飆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發現一流企
業 的長相和 深度投資 價值 / 闕又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21-8 (PDF) NT$380

論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創立之關係/張
玉 生 著 .-- 臺 中 市 : 東 海 圖 書 館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69-1 (PDF)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徐康, 吳藝煤
編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18-9
(PDF) NT$450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徐康, 吳藝煤
編著 .-- 增訂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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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出孩子的正向力: 從心教養,破解
親子問題/王淑俐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80-5 (EPUB)
*誰有權利寬恕兇手/張建偉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8-1
(EPUB) NT$260

餘波未了/王森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42-4 (PDF) NT$280

樂, 10911 .-- 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246-8-5 (第 1 冊:平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柏拉圖/傅佩榮編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7-8 (EPUB)

*誰的城: 一段正在消逝的記憶/賈冬
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39-8 (EPUB) NT$345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烏野薰編著 .-- 第
四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樂, 10911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2469-2 (第 1 冊: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胡塞爾/蔡美麗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4-7 (EPUB)

彈指之間= Guitar handbook/潘尚文編
著 .-- 十八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
化, 10910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1-9-0 (平裝)

矯正法典/霍華德編著 .-- 十二版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0 .-- 4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771-9 (平裝)
NT$450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六號: 「會計師
事務所之品質管制」應用指引/王怡
心審定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會計研
發基金會,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13-1-2 (PDF)

臨床檢驗 Make Easy/李妍蒨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海峽兩岸, 10910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4579-7 (平裝) NT$100

德國之旅= Trip to Germany/黃明雄
著 .-- 彰化縣 : 黃明雄, 10910 .-- 136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57-43-82118 (平裝)
潤滑、保養年鑑(重卡車.大巴士)=
Lubricant and ancillary application guide
book for heavy-duty truck and bus/林永
憲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松祿文化,
10911 .-- 8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99-5-1 (精裝) NT$4000
閱讀的健康管理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 臺北
市 : 伽耶山基金會, 10910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94-2-3 (平
裝)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25-7 (PDF) NT$380
閻志詩集: 輓歌與紀念/閻志作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63-38-7 (PDF) NT$480
儒家管理思想大綱/陳元義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陳元義, 11001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28-6 (平
裝)
*蕭湘手相學/蕭湘居士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26-4 (PDF) NT$320
*蕭湘相法: 手相面相流年詳解/蕭湘
居士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27-1
(PDF) NT$280
爵士鼓的系統學習/藤井俊充作; 蔡
文展譯 .-- 第四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

戴面紗的臉書/赫恪著 .-- 花蓮市 : 遠
景印刷企業, 10910 .-- 31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3843-8-4 (平裝)
*謝雪紅畫傳/吳藝煤主編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28-8 (PDF) NT$450
薇愛= Viiei 2020 photo book/ .-- 初版 .- 臺北市 : 紅嬰媒體資訊, 10910 .-12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935-3-7 (精裝)
醫 院自殺防 治工作手 冊 /李明濱主
編 .-- 再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
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32-6
(PDF)
*闖進醫療叢林: 醫管歲月四十載/韓
揆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29-5
(PDF) NT$260
*醫與醫院: 個案說故事/韓揆, 蔡維
河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09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3-30-1
(PDF) NT$280
韻略易通; 韻略匯通/(清)李棠馥校正;
(明)蘭芳編次; (明)畢拱辰更定 .-- 三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0 .-- 5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56-4 (平
裝)
魔 法 兒 童 身 體 打 擊 = Magic body
percussion for kids: pi-li-pa-la 1/趙偉竣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JC 趙偉竣音
樂工作室, 10910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574-3-7 (平裝附光碟
片)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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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禪語/吳怡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6-1 (EPUB)
出門訪古早/逯耀東著 .-- 臺北市 : 東
大,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38-5 (EPUB)
*新譯唐詩三百首/邱燮友注譯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76-8 (EPUB)
*金瓶梅/笑笑生原作; 劉本棟校訂;
繆天華校閱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75-1
(EPUB)
紅樓夢/曹雪芹撰; 饒彬校注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979-9 (EP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