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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目錄學；文獻學
透過閱讀培養關鍵能力 : 幼兒繪本
選書指南 / 曾淑賢主編 .-- 臺北市 : 國
家圖書館, 10911 .-- 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678-690-7 (平裝)
1.兒童讀物 2.推薦書目 3.圖書分類
012.3
*善本古籍選介 : 藏諸秘府 / 謝鶯興
整理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10911 .-- 56 面; 21 公分 .-- (圖書館配
合六十五週年校慶活動系列 ; 1) .-ISBN 978-957-548-073-8 (線裝)
1.善本書目 2.圖書館目錄 014.1
*客家文獻與著作書目彙編 / 黃子堯
主編 .-- [新北市] :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
室, 1091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33-4-5 (平裝) NT$300
1.專書書目 2.文獻 3.客家
016.536211
讀報小旅行. 中學生報篇 : 我的讀報
練習本 / 花梅真等作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0911 .-- 8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620 (平裝) NT$150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019.1
讀報小旅行. 國語日報週刊篇 : 我的
讀報練習本 / 花梅真, 洪燕君, 郭慧玲,
梁淑屏, 黃雅雅, 黃偉菖, 劉春纓, 謝
瑩臻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
報社, 10911 .-- 92 面; 20X21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57-751-863-7 (平
裝) NT$150
1.閱讀指導 2.小學教學 019.1
我的休日旅行手帳 : 日本 IG 人氣作
家教你打造自己的風格手記,獨創表
格 X 拆解步驟 X 裝飾妙招,解救手殘
系的你 / mini_minor 作 ; 柯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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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Theme ;
KX0049) .-- ISBN 978-986-289-539-9
(平裝) NT$350
1.筆記法 2.旅遊 019.2

筆記勝經 / 石井貴士著 ; 施妍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How ; 88) .-- ISBN 978-986-381-223-4
(平裝) NT$270
1.筆記法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推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
系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書. 108
年度 / 曾光宗計畫主持 .-- 新竹縣竹
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4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55-7 (平裝)
1.公共圖書館 2.圖書館管理 3.館際
合作 4.館藏發展 5.新竹縣 026.4

國學
一本書讀懂國學 / 曾愛仕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
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古學今用 ; 143) .-- ISBN 978-986-392338-1 (平裝) NT$420
1.漢學 030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不一樣的二
十四節氣 / 肖克之編著 ; 涂倩文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
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835-0-1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天氣預報 / 姬
晟軒編著 ; 中島尚美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 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08-7-2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和興趣一起
長大 / 沈蕾娜編著 ; 啊囡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5-6-3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哇!太空 =
Wow space / 馬勁編著 ; showlin 繪 .-初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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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835-1-8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城市的運轉 /
王渝生編著 ; 沙德培繪圖 .-- 初版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5-5-6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勇者大冒險 /
吳濤編著 ; 卡蒂亞.維迪納斯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
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08-8-9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勇敢說出我
不要 / 沈蕾娜編著 ; 貓粒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408-9-6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萬物不可思
議的由來 / 項華編著 ; 樊煜欽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
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5-2-5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過節啦 / 肖克
之編著 ; 蘭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53-2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 豐收的糧食 /
劉全儒編著 ; 黃架鑫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5-4-9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便便、樹懶與彩虹,100 種你沒想過
的 一 天 / 麥 克 . 巴 菲 爾 德 (Mike
Barfield), 潔斯.布萊德利(Jess Bradley)
著 ; 吳妍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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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5-4 (平裝) NT$3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臺灣地形小百科 = Encyclopaedia / 世
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12 面; 18X17 公分 .-- (我是
知識王 ; 27)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599-9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錢幣小百科 = Encyclopaedia / 娜歐米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18X17 公分 .-- (我是知識王 ; 26)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29-600-2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文明,是唯一的方向 / 嚴長壽著 ; 吳錦
勳採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720) .-- ISBN 978-986-525014-0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中研院「毀」人不倦 / 盧建榮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高地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1 .-- 260 面; 15 公分 .-(社會/文化史集刊 ; 27) .-- ISBN 978957-8724-50-1 (平裝) NT$240
1.言論集 078

無用創刊號 / 林韋地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458-7-1 (平裝) NT$200
1.期刊 050

李幼蒸學術文稿 / 李幼蒸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5950-2 (全套:平裝) NT$1500
1.學術研究 2.文集 078

中正高工學報. 第十九期 / 許慶雄執
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中正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10912 .-- 20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3-5 (平裝)
1.期刊 051

從牛虻到薛西弗斯 : 67 場改變世界
的演說 / 林真如, 陳櫟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26-0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建中學報. 第二十六期 / 沈容伊總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
學, 10912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6-6 (平裝)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榮耀 40 :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創
會 40 週年特刊 / 金夢石主編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
會, 109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30003-4-1 (平裝) .-- ISBN 978957-30003-5-8 (精裝)
1.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
062.6
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成果輯. 2020 =
Socially engaged practice in museums.
2020 / Ceciel Brouwer 等編著 ; 林玟伶
主編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
研究所, 10911 .-- 169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8843-60-8 (平裝)
1.博物館學 2.社會參與 3.文集
069.07

普通論叢

琳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王之
敏, 胡玉珍, 莊哲彥, 陳宜青, 陳政雄,
張國華, 黃乾殷, 葉秀娥, 劉義生, 劉
維奪合著 .-- 臺南市 : 臺灣周易養生
協會,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675-6-7 (平裝)
1.言論集 078
跨越三個世界的魅麗與迷思 / 夏祖
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1-8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環保署名人講座. 109 年 : 土水展望
暨卓越思維培育計劃 / 財團法人環
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雨禾國際有
限公司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10912 .-- 12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438-17-3 (平裝)
NT$240
1.言論集 2.演說 078

群經
多元視角下的經學研究 / 張文朝, 劉
柏宏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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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0911 .-- 261 面;
21 公分 .-- (文化交流與觀照想像會
議論文集 ; 4) .-- ISBN 978-986-543265-2 (平裝) NT$24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總論
中國有哲學嗎? : 為服務權謀而生的
政治忽悠術 / 張喚民著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4-35-7 (平裝)
NT$320
1.哲學 100

學術思想概論
「明體達用之學」 : 「宋學」裂變
與錢穆清學史新詮 / 許惠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556 面; 23 公分 .-- (經
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刊 ;
501032) .-- ISBN 978-986-478-424-0 (平
裝) NT$500
1.錢穆 2.學術思想 112.8
猶記風吹水上鱗 : 錢穆與現代中國
學術 / 余英時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8
面; 21 公分 .-- (余英時作品) .-- ISBN
978-957-14-7024-5 (平裝)
1.錢穆 2.學術思想 112.8

中國哲學
白陽易經講解本. 五, 和悅的人生 / 林
榮澤講述 ; 書苑編輯室整理 .-- 初
版 .-- 新北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
出版 : 易學齋發行, 1091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54-0-7 (平
裝) NT$320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数术入门 / 梁忠着 .-- 第一版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出版 : 思行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周易數術入門 .- ISBN 978-986-98507-9-7 ( 平 裝 )
NT$32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其實我不孤單 : 老子十講滄桑易道 /
耿大祥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寒亭書
社, 10911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43-2-8 (平裝) NT$300
1.易經 2.道德經 3.研究考訂 121.17
*從易經解金剛經 / 劉君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22 面; 23 公分 .-(劉君祖易經世界 ; 21) .-- ISBN 978986-5549-23-7 (平裝) NT$450
1.易經 2.般若部 3.研究考訂 121.17
原儒 : 從帝堯到孔子 / 楊儒賓作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0912 .-- 2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16-87-2 (精裝) NT$650
1.儒學 2.中國哲學史 121.2
中庸仁行 : 中庸全書講記 / 仁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
社出版 : 易書齋發行, 10911 .-- 480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2) .-- ISBN
978-986-97172-9-8 (平裝) NT$450
1.中庸 2.注釋 121.2532
圖解老莊思想 / 曾珮琦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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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4 面; 21 公
分 .-- (Knowledge base 系列) .-- ISBN
978-986-480-131-2 (平裝) NT$320
1.老莊哲學 121.3
韓非子思想蠡測 / 劉亮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
叢書. 學術思想研究叢刊 ; 701A01) .- ISBN 978-986-478-425-7 ( 平 裝 )
NT$500
1.(周)韓非 2.韓非子 3.學術思想 4.研
究考訂 121.677
呂氏春秋全書 / 呂不韋原著 ; 張玉玲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1 公
分 .-- (諸子百家大講座 ; 20) .-- ISBN
978-986-99646-5-4 (平裝)
1.呂氏春秋 2.注釋 121.871
內聖外王的重整與貫徹 : 朱熹的哲
學思想與道德事功之學 / 張莞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0912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4-3-3 (平
裝) NT$700

1.(宋)朱熹 2.學術思想 3.朱子學
125.5
洪耀勳日文哲學著作集 / 洪耀勳作 ;
黃文宏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
華大學出版社, 10912 .-- 402 面; 23 公
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86-611686-5 (平裝) NT$600
1.洪耀勳 2.學術思想 3.現代哲學
128.8
轉道成知 : 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
圍 / 陳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80 面; 23 公分 .-- (知識叢書 ;
1092) .-- ISBN 978-957-13-8485-6 (平
裝) NT$600
1.黃光國 2.學術思想 3.社會科學 4.
哲學 128.99

西洋哲學
西洋哲學史 : 及其有關的政治與社
會環境 /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 邱
言曦譯 .-- 四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001 .-- 958 面; 21 公分 .-- (中華哲學
叢書) .-- ISBN 978-986-5512-44-6 (平
裝) NT$800
1.西洋哲學史 140.9
在雅典遇見蘇格拉底 / 林郁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9-2-0 (平裝)
1.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2.
學術思想 3.古希臘哲學 141.28
畫中影 : 惡與反 / 朱利安著 ; 卓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17 公
分 .-- (朱利安哲思集 ; 4) .-- ISBN 978986-98084-9-1 (平裝) NT$320
1.朱利安(Jullien, François) 2.學術思
想 3.哲學 146.79
德勒茲 / 羅貴祥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84
面; 21 公分 .-- (西洋文學.文化意識叢
書) .-- ISBN 978-957-19-3242-2 (平裝)
1.德勒茲(Deleuze, Gilles, 1925-1995)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6.79
尼采哲學經典名言 = Nietzsche / 林郁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9-3-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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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學術思想 3.哲學
147.66

邏輯學
黑詞彙 : 德國法律人都在用的修辭
邏輯與誤謬辨識法 / 賈誠柯
(Wladislaw Jachtchenko) 作 ; 廖 芳 婕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2-8925-8 (平裝)
NT$380
1.謬誤 2.辯證邏輯 159.5

形上學；玄學
*只有一半的真相 : 為什麼科學看不
到 全 貌 ? / 布 拉 斯 藍 德 (Michael
Blastland)著 ; 陳義仁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科學文化 ; 199) .-- ISBN 978-986-525005-8 (平裝) NT$400
1.知識論 2.邏輯 161

心理學
成人心理衛生 / 陳如山, 洪栩隆編
著 .-- 修訂再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
大學, 11001 .-- 3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27-2-6 (平裝) NT$390
1.心理衛生 2.成人 172.9
依戀理論三部曲. 3, 失落(哀傷失落
心理學經典,成人&兒童喪親與哀傷
治 療 關 鍵 研 究 ) / 約 翰 . 鮑 比 (John
Bowlby)著 ; 白建磊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487-42-8 (平裝)
1.兒童心理學 2.依附行為 3.親職教
育 173.1
男孩情緒教養 : 引導他正確表達情
感 / 瑪麗.寶絲林區(Mary Polce-Lynch)
著 ; 劉凡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
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2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45-0 (平裝) NT$380

1.兒童心理學 2.情緒管理 3.親職教
育 173.12
老 人 心 理 學 = Gerontological
psychology / 葉怡寧等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6-0 (平裝)
1.老年心理學 173.5
我的第一本九型人格 : <<我的第一
本圖解九型人格>> / 陳思宏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82-1-1 (平裝) NT$299
1.人格心理學 2.人格特質 173.75
我的第一本九型人格 : <<九型人格
的 99 個基本原則>> / 陳思宏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9382-2-8 (平裝) NT$100
1.人格心理學 2.人格特質 173.75
究極夢辭典 : 用「夢療法」解讀深
層訊息,翻轉人生 / 坂內慶子著 ; 洪于
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20-3 (平裝)
NT$420
1.夢 2.解夢 175.1
寫作的認知歷程 : 以論文寫作為例 /
李玉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7-0 (平
裝) NT$380
1.認知心理學 2.論文寫作法 176.3
冷知識背後的熱思考 : 啾啾鞋教你
幫大腦開外掛的 30 個法則 / 啾啾鞋
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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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61-1 (平
裝) NT$350
1.思考 2.創造性思考 3.成功法
176.4
我們如何獨立思考 : 東大超人氣的
人生思考課 / 上田正仁著 ; 陳雪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9-278 (平裝) NT$320
1.思考 2.成功法 176.4
哈佛教的簡單思考 : 24 天練腦,提升
創意、決策、企劃、預測力讓效率

事半功倍! / 韋秀英著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100) .-- ISBN 978-9865564-05-6 (平裝) NT$260
1.思考 2.創造性思考 3.成功法
176.4
哈佛教會我的問題解決力 : 本書整
理出 59 個訣竅,讓你不論面對什麼問
題,都能做出精準決策,解決難題。 /
廣津留菫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349) .-- ISBN
978-986-5548-31-5 (平裝) NT$340
1.思考 2.創造性思考 3.成功法
176.4
叛逆者團隊 : 激發多元觀點,挑戰困
難任務的工作組合 / 馬修.席德
(Matthew Syed)著 ; 陳映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8 面; 21 公
分 .-- (big ; 345) .-- ISBN 978-957-138474-0 (平裝) NT$420
1.叛逆性 2.創造性思考 3.職場成功
法 176.4
創造的勇氣 : 羅洛.梅經典 / 羅洛.梅
(Rollo May)著 ; 傅佩榮譯 .-- 三版 .-新北市 : 立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
書) .-- ISBN 978-986-360-166-1 (平裝)
NT$230
1.創造心理學 176.4
你可以生氣,但不要越「想」越氣 :
停止「被害者」思考、不再與「對
錯」拔河,從此擺脫「地雷型」人設!
/ 水島廣子著 ; 楊詠婷譯 .-- 初版 .-新北市 : 仲間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
分 .-- (Soulmate ; 11) .-- ISBN 978-98698920-4-9 (平裝) NT$33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176.5
樂活與情緒管理 / 陳莉玲編纂 .-- 初
版 .-- 苗栗縣造橋鄉 : 廣亞學校財團
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10911 .-- 1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80-5 (平
裝)
1.情緒管理 2.抗壓 3.生活指導 4.高
等教育 176.5
練習放手 : 你不需要忍住悲傷,與失
落中的自己對話 / 蕾貝卡.索佛
(Rebecca Soffer), 嘉 貝 麗 . 柏 克 納
(Gabrielle Birkner)編著 ; 洪慈敏譯 .-8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2975 (平裝) NT$430
1.悲傷 2.失落 176.5
不談成功,來說說幸福吧! / 岸見一郎
作 ; 葉小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23) .-- ISBN
978-957-741-318-5 (平裝) NT$320
1.幸福 2.生活指導 176.51
不忍耐也沒關係 / Meg.作 ; 林農凱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187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57-3 (平裝)
NT$320
1.情緒管理 2.自我肯定 3.生活指導
176.52
*走出情緒黑洞的練習課 : 培養你的
情緒自癒力,把光帶進黑暗裡 / 李世
強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
限公司,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Orange money ; 11) .-- ISBN 978-98698947-8-4 (平裝) NT$420
1.情緒管理 2.自我實現 176.52
妳離開之後 : 一個女兒失去母親後
的生存旅程 / 泰勒.費德著 ; 尤采菲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n
time) .-- ISBN 978-957-658-453-4 (平裝)
NT$450
1.失落 2.死亡 3.通俗作品 176.52
為什麼別人那麼幸福,我卻如此孤獨?
/ 大嶋信賴著 ; 江宓蓁譯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大好
時光 ; 38) .-- ISBN 978-986-248-932-1
(平裝) NT$350
1.孤獨感 2.生活指導 176.52
寂寞的誕生 : 探討現代最大規模流
行病的情緒社會文化史 / 菲伊.邦德.
艾貝蒂(Fay Bound Alberti)著 ; 涂瑋瑛
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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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56-7 (平
裝) NT$400
1.孤獨感 2.社會心理學 176.52
當我們一起 : 疏離時代,愛與連結是
弭平傷痕、終結孤獨的最強大復原
力量 / 維偉克.莫西(Vivek H. Murthy)

著 ;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23) .-ISBN 978-986-398-631-7 ( 平 裝 )
NT$500
1.孤獨感 2.社交 3.社會心理學
176.52
你不必讓大腦不停向前奔跑 : 利用
腦科學減輕焦慮,找回人生平衡的習
慣 / 梁銀雨著 ; 林建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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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51) .-- ISBN 978-986-99083-8-2 (平裝)
NT$380
1.焦慮 2.腦部 176.527
法律何時該原諒? : 前哈佛法學院院
長給世界公民一堂關於寬恕的法律
進階課 / 瑪莎.米諾(Martha Minow)作 ;
李宗義, 許雅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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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85) .-- ISBN 978-986-344-849-5 (平裝)
NT$380
1.寬恕 176.56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7-8 (平
裝) NT$350
1.溝通技巧 2.人際關係 177.1
FLOW- 心 流 / 瑪 麗 蓮 . 阿 特 金 森
(Marilyn Atkinson)著 ; 孫雪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6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71-38-2 ( 平 裝 )
NT$3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Wow!成功法 : 邁向成功的八個思考
步 驟 / 曼 弗 雷 . 蓋 爾 霍 伯 (Manfred
Gehr-Huber)著 ; 彭馨緣譯 .-- 初版 .-高雄市 : 彭馨緣, 10912 .-- 17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6-7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思考 177.2
一日一行動的奇蹟 : 我這樣減重
15KG,9 個月購置新屋,一年讀完 520
本書 / 柳根瑢(유근용)著 ; 游芯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生涯智庫 ; 188) .-- ISBN 978986-175-575-5 (平裝) NT$31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精準讀心 : 一眼識破の行為暗示心
理學 / 王晴天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1-893-3 (平裝)
NT$350
1.行為心理學 2.讀心術 176.8

一年頂十年 / 剽悍一隻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翻轉學系列 ; 48) .-- ISBN 978-986507-237-7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一本學會心理操縱與反操縱 / 鄭福
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
分 .-- (通識系列 ; 89) .-- ISBN 978-98698905-9-5 (平裝) NT$350
1.應用心理學 177

人生好難!精神生存必須的 30 個心理
原則 / 林仁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86 (平裝) NT$33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現
177.2

漫畫從厭世王到人氣王,巧妙收服人
心的暗黑心理學 / 齊藤勇著 ; 卓惠娟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51-7 (平裝) NT$350
1.應用心理學 2.漫畫 177
贏在溝通力 : 到哪都受歡迎的 4 門溝
通課 / 勵活課程講師群著 .-- 初版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40 面;

人生就算可以重來,也不可能沒有遺
憾 / 倪貝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種
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5-4-6 (平
裝) NT$2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三十歲,一切剛剛開始 / 李尚龍著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勵志
書系 ; 145) .-- ISBN 978-986-133-738-8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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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又怎樣 / 強納森.穆尼(Jonathan
Mooney)著 ; 吳緯疆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開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34-0-3 (平
裝) NT$330
1.穆尼(Mooney, Jonathan.) 2.自我肯定
3.自我實現 177.2
向世界投履歷 : 找到未來的自己 / 李
欣澄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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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ople ; 459) .-- ISBN
978-957-13-8482-5 (平裝) NT$32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自由與命運 : 羅洛.梅經典 / 羅洛.梅
(Rollo May)著 ; 龔卓軍,石世明譯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新
世紀叢書) .-- ISBN 978-986-360-165-4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自由 3.命運 177.2
好男人 : 重拾你最真實的一面和性
吸引力,在工作、愛情、性事和生命
目標裡活得真誠且自由! / 大衛.戴伊
達(David Deida)著 ; 曾婉琳, 吳郁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New life ; 21) .-- ISBN 978-98699409-6-2 (平裝) NT$4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男性 177.2
自信的躍進 : 不再恐懼、退縮、焦
慮的關鍵 / 沙爾.貝班(Charles Pépin)
著 ; Geraldine LEE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哲學 ;
41) .-- ISBN 978-986-137-310-2 (平裝)
NT$250
1.自信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丟掉你的那些無關緊要 : 練習只擁
抱重要的事,十三項日常祕方平衡家
庭、工作與自我 / 康卓拉.阿達奇
(Kendra Adachi)著 ; 溫力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好想法 ; 32) .-- ISBN 978-986-248935-2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自學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 從技能堆
疊到能力變現,你所有的投入都不會

徒勞無功 / 派特.福林(Pat Flynn)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240 面; 21 公分 .-- (Big ; 346) .-- ISBN
978-957-13-8452-8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學習方法 3.自我實現
177.2
我不要做英雄,要做贏家 : 做自己的
太陽, 無需憑藉別人的光 / 朱國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事業部,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68-02-3 ( 平 裝 )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現
177.2
你不能總把這世界的光芒都讓給別
人 / 達達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66-5 (平裝) NT$38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沒有人天生勇敢,而勇氣是可以練習
的 : 拓展勇氣邊界,定義全新的自己,
我從絲路重機之旅學會的十三件事 /
法蘭茲卡.伊絲莉(Franziska Iseli)著 ;
楊婷湞譯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潮浪文化,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88-14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勇氣 177.2
別再假裝當好人很快樂 : 摘除情緒
面具,接納脆弱的自己 / 加藤諦三作 ;
楊毓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
版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銷售顧問金典 ; 112) .-- ISBN
978-986-5408-41-1 (平裝) NT$32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77.2
你懂這麼多道理,為什麼過不好這一
生? : 讓你不迷茫,突破盲點的 33 則
人生指引 / 蔡壘磊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樂園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96 面; 21 公分 .- (Life ; 6) .-- ISBN 978-986-99060-5-0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改變自己並不難!告別懶散找回積極
自我 / 渡部椪作 ;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4-5 (平裝)

1.生活指導 2.自我實現 3.漫畫
177.2
為何我們總是想得太多,卻做得太少 :
擊敗拖延、惰性、完美主義,讓行動
力翻倍的高效習慣法則 / 高原作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光體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點亮新思維 ; 1) .-- ISBN 978986-98671-9-1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姿勢決定你是誰 : 哈佛心理學家教
你用身體語言把自卑變自信 / 艾美.
柯蒂(Amy Cuddy)作 ; 何玉美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0912 .-- 432 面 ; 21 公 分 .-(Mindmap ; 217) .-- ISBN 978-957-658462-6 (平裝) NT$400
1.自信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尋找復原力 : 人生不會照著你的規
劃前進,勇敢走進內心,每次挫敗都是
讓你轉變的契機 / 留佩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909-8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圖解絕對達標法 : OW 64 計畫表 x4
個未來 x 心智鍛鍊,夢想不只是夢想!
/ 原田隆史作 ; 鄭曉蘭譯 .-- 一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0-7 (平裝)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廢柴時代の優勢練習 : 成長,成事,成
為極少數!更要成就自己的 6 堂行動
蛻變課 / 帥健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18-3-8 (平裝)
NT$36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寫給女人的幸福指南 : 勵志是無奈
的選擇,還好我們夠樂觀 / 張麗麗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通識系列 ; 88) .-- ISBN 978-98698905-8-8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隱性鋒芒 / Laura Huang 著 ; 朱靜女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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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天下財經 ; 425) .-- ISBN 978986-398-633-1 (平裝) NT$400
1.成功法 2.職場成功法 177.2
雖然對未來很迷惘但沒關係 從找自
己開始吧! / 長谷川朋美作 ; 沈俊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1-454-5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擺脫無力感 / 二美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43-5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人性的優點 : 當你懂得欣賞別人,你
才真正高人一等 / 戴爾.卡內基著 ; 趙
雅筑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3-7 (平
裝) NT$299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3.生活指導
177.3
人脈帳本 : 每一次的前進,都有一股
無形的推力 / 劉惠丞, 姜得祺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296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23-9 (平
裝) NT$38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人際關係 / 韓聖, 顏昌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20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23-2 (平裝)
NT$550
1.人際關係 2.溝通技巧 177.3
不白目社交 : 恭維哲學不求人,職場
生存請長眼 / 蔡賢隆, 吳利平, 王衛峰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32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41-3 (平裝) NT$420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卡內基人性的弱點 / 戴爾.卡內基作 ;
雲中軒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6) .-- ISBN 978986-392-335-0 (平裝) NT$280
1.人際關係 2.溝通技巧 3.成功法
177.3

合作思維 : 不必偽裝的影響力 / 崔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
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89-53-3 (平裝) NT$35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成功法
177.3
你不能不知的處世心理學 / 楊世宇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贏家 ; 38) .-- ISBN 978-986-411129-9 (平裝) NT$270
1.人際關係 2.應用心理學 177.3
嘴上不老實,身體超誠實 : 一本書看
懂微表情密碼,精準讀取最赤裸的真
心話 / 謝蘭舟, 王迪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30-7 ( 平 裝 )
NT$320
1.人際關係 2.行為心理學 177.3
謝謝你的指教 : 哈佛溝通專家教你
轉化負面意見,成就更好的自己 / 道
格拉斯.史東(Douglas Stone), 席拉.西
恩(Sheila Heen)著 ;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4-369-3 (平裝) NT$450
1.人際關係 2.溝通技巧 3.成功法
177.3
興趣和你想的不一樣 : 尋.嘗日的運
用 = More than your life interests / 林上
能, 李香盈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夜
夢晨光工作室, 10912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547-1-6 (精裝)
NT$480
1.職業性向 2.生涯規劃 3.興趣
177.7
JYC 幸福祕密圖卡 : 啟動自癒能量連
結,找回讓自己變幸福的能力 / JYC
作 ; Henry Chiu 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樂思文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828-5-5 (平裝) NT$880
1.心理治療 178.8
他病了,只是你看不出來 : 走入 21 名
精神病患傷痕累累的內心世界 / 卡
瑪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54-1 (平裝)
NT$320

1.心理治療 2.心理諮商 3.精神病患
178.8
受傷的醫者 : 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
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 / 卡
洛琳.艾爾頓(Caroline Elton)作 ; 林麗
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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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3-5 (平
裝) NT$420
1.心理治療 2.心理諮商 3.醫師
178.8
悲傷輔導研習手冊 / 尉遲淦, 邱達能,
鄧明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生命關懷事業叢書) .-ISBN 978-986-298-355-3 ( 平 裝 )
NT$300
1.心理治療 2.心理輔導 3.悲傷
178.8
樂玩幸福感 : 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
向心理助人模式 / 韓佩凌, 蕭兆祺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4-8 ( 平 裝 )
NT$380
1.心理治療 2.遊戲治療 3.臨床心理
學 178.8

美學
趙天儀全集. 美學卷 / 趙天儀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1895 (全套:精裝) NT$700
1.美學 2.文集 180.07
生活美學與美術產業國際學術研討
會 論 文 集 . 二 O 二 O =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Aesthetics and Art Industry Paper / 林昶
戎主編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美
術產業學系, 10911 .-- 2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74-7-6 (平裝)
NT$800
1.生活美學 2.產業發展 3.文集
180.7
城市美學. 2020 : 在地風格的創生學
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 / 張憲堂等
作 ; 鄭任汶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城 市科技 大學 通識教 育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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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61-1-8 (平裝) NT$300
1.藝術 2.人文素養 3.文集 180.7

倫理學
上善若水 : 道德經的人生哲學 / 趙立
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93) .-- ISBN 978-9865541-31-6 (平裝) NT$320
1.道德經 2.人生哲學 191.9
不要在最好的年紀,吃得隨便、過得
廉價 / 蔡侑霖(Danny Tsai)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7-6 (平裝) NT$30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一 : 賽博
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
/ 吳進輝著作 .-- 一版 .-- 臺中市 : 吳
進輝,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百
萬巨作系列 ; 1) .-- ISBN 978-957-438277-4 (平裝) NT$4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二 : 賽博
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
/ 吳進輝著 .-- 一版 .-- 臺中市 : 吳進
輝, 10912 .-- 416 面; 21 公分 .-- (百萬
巨 作 系 列 ; 2) .-- ISBN 978-957-438367-2 (平裝) NT$4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我的才華不是拿來取悅你 / 西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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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47-5 (平裝)
1.人生哲學 191.9
拓宇躍進行者專輯 / 陳阿緞, 陳善瑜,
林暉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嗣雍齋
國學研究社, 10912 .-- 27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6588-6-8 (平裝)
1.人生哲學 191.9
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 通往幸福的
正向心理學 / 彭凱平, 閆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9094-91-7 ( 平 裝 )
NT$3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愛的原形 / 珍妮.布朗(Janie Brown)著 ;
周宜芳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
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0 公分 .-- (身心成長
B&S ; 3) .-- ISBN 978-986-98842-7-3
(平裝) NT$380
1.生死觀 2.人生哲學 191.9

奇蹟之路 : 解除人世間一切煩惱的
覺醒練習 / 种巍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Joyful life ; 12) .-ISBN 978-986-99409-8-6 ( 平 裝 )
NT$399
1.靈修 192.1

該怎麼成就你的人生 / 洪蘭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50+ ; BFP018) .-- ISBN 978-986525-008-9 (平裝) NT$40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哭吧!小不幸人生 : 這世界很煩很難
但總會有辦法的 / 小不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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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38-2 (平裝) NT$3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92.1

閱讀思考力 / 朱曉維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2 .-2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9-4-4 (平裝)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東西身體同一與差異的對話觀 / 聶
雅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96 面;
23 公 分 .-- ( 哲 學 宗 教 類 ;
PC0897)(Viewpoint ; 56) .-- BOD 版 .-ISBN 978-986-326-876-5 ( 平 裝 )
NT$450
1.生命哲學 2.東西方關係 191.91
心內革命 : 邁入愛與光的新時代 / 王
季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王季慶作品 ; 1) .-- ISBN 978986-99123-6-5 (平裝) NT$300
1.靈修 2.生活指導 192.1
*不再試著修補生命 : 覺醒、面對，
全然接納每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 傑
夫.福斯特(Jeff Foster)著 ; 程敏淑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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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844-2 (平裝)
NT$320
1.靈修 192.1
化解人生煩惱的八大練習 : 資深心
理師的獨到觀察,化成你的轉念心法
/ 諸富祥彥著 ; 林詠純譯 .--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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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59-849-7 ( 平 裝 )
NT$32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祕法卡巴拉 / 荻恩.佛瓊作 ; 邱俊銘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4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2-04-4 (平裝)
NT$750
1.靈修 192.1
*悲傷父親節 : 中年痛喪獨苗 一個曾
為父親的沉痛告白 / 徐清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徐清全, 10911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68 (平裝) NT$200
1.修身 2.自我實現 3.生活指導
192.1
*誠信人之本 / 陳美宇編輯 .-- 臺中市 :
寶德雜誌社, 10911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69-4-0 (平裝)
1.修身 2.勸善 192.1
即興表達 : 機會從來不等人,把點我
發言從災難變禮物 / 王達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Think ;
212) .-- ISBN 978-986-5548-30-8 (平裝)
NT$34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改變人心、贏得支持的奇蹟說服力 :
切入情緒行為的同理反應,運用簡單、
易記的敘事和視覺化說話策略,任何
人都聽你 的 / 李. 哈特利.卡特(Lee
Hartley Carter)作 ; 林雨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89-4 (平裝) NT$38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說服
192.32
簡單閱讀力 / 張明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2 .-12

2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9-5-1 (平裝)
1.簡化生活 2.生活指導 192.5
生命的禮讚 / 許天從著 .-- 初版 .-- 南
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光慧心靈叢書 ; 10) .-- ISBN 978-9865768-86-7 (平裝) NT$150
1.格言 192.8
世界心理大師 : 阿德勒給孩子的 30
句自信名言 / 艾德娜作 ; 高淑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88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243-773-5 (精裝)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格言 192.8
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讓自己心碎 :
雪兒.史翠德最珍愛的 132 則生命靈
光 / 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作 ;
沈維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192 面; 19 公分 .-- (人生顧問 ; 405) .- 插 畫 典 藏 版 .-- ISBN 978-957-138454-2 (平裝) NT$380
1.格言 192.8
或許,我就這樣一個人走了 : 遺物整
理師藉由模型屋訴說關於孤獨死的
故事 / 小島美羽作 ; 陳柏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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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144 面; 21 公
分 .-- (不歸類 ; 182) .-- ISBN 978-986344-848-8 (平裝) NT$350
1.死亡 2.生死學 197
工程倫理 / 周卓煇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2742 (平裝)
1.工程 2.專業倫理 198.44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 : 社會脈
絡下的倫理實踐 / 曾華源等合著 ; 曾
華源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2-4 (平裝)
NT$450
1.社會工作倫理 198.547

宗教類
總論

由救贖到靈性 : 當代日本的大眾宗
教運動 / 島薗進著 ; 陳淑娟, 姚玉霜,
丁仁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08-5666-8 (平裝)
1.宗教史 2.宗教文化 3.新興宗教 4.
日本 209.31
多元宗教社會的政治傾向 : 台灣的
宗教差異 / 張榮彰, 劉從葦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01-0 (平裝)
1.宗教與政治 2.臺灣 209.33

宗教學
前世業力清理法 / 雪莉.凱爾(Shelley
A. Kaehr)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44-3 (平裝) NT$380
1.輪迴 2.因果 216.9

佛教
器物的象徵 : 佛教打造的中國物質
世界 /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著 ; 趙
悠, 陳瑞峰, 董浩暉, 宋京, 楊增譯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81-5 (平裝)
1.佛教 2.物質文化 3.文化研究 220
*如理作意 / 釋昭慧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法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0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50-59-9 (精裝) NT$400
1.佛教哲學 2.佛教修持 220.11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 O 一九. 輯七,
人 間 佛 教 與 未 來 學 = 2019 7th
Symposium on Humanistic Buddhism :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future / 妙
凡, 程恭讓總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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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69-5 (平
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宗教融和 : 世界神明聯誼會學術論
文集 / 如常, 妙凡總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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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5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57-570-1 (平
裝) NT$300
1.佛教 2.文集 220.7

心經集註 / 靈源老和尚著 .-- 初版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1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77-7 (平
裝) NT$300
1.般若部 221.45

四經合刊 : 金剛經.藥師經.普門品.阿
彌陀經(附大勢至菩薩圓通章) .-- 初
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
司, 10912 .-- 344 面; 16 公分 .-- (掌中
法寶系列) .-- 漢語拼音版; 注音版 .-ISBN 978-986-99537-4-0 ( 精 裝 )
NT$260
1.般若部 2.經集部 3.法華部 4.方等
部 221

絕妙說法 : 法華經講要 / 聖嚴法師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98-876-0 (平裝)
1.法華部 221.5

清道光但明倫手鈔本 / 但明倫手鈔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出版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386-2-4 (經
摺裝) NT$3000
1.佛經 221.09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梵行品、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 臺
中市 : 菩薩寺, 10912 .-- 137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89984-2-1 (精裝)
1.華嚴部 221.2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
經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
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16 公
分 .-- (掌中法寶系列) .-- ISBN 978986-99537-1-9 (精裝) NT$240
1.方等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修訂三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16 公分 .-- (掌中法寶系列) .- ISBN 978-986-99537-3-3 ( 精 裝 )
NT$240
1.方等部 221.3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姚秦)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譯 ; 江味農校正 .-- 初版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001 .-- 112 面;
11 公分 .-- (法藏叢書 ; C029-6) .-ISBN 978-986-99474-7-3 (平裝) NT$30
1.般若部 221.44
金剛經 : 福慧雙修菩提波羅蜜 / 雨田
居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隨喜文化
工作室, 10912 .-- 1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9253-3-5 ( 平 裝 )
NT$160
1.般若部 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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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 : 方便品第二 / 釋證
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冊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經典) .-- ISBN
978-986-99604-4-1 ( 全 套 : 精 裝 )
NT$2500
1.法華部 221.51
佛說彌勒菩薩上下生經集註 / 太虛
大師講要 ; 窺基大師撰疏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
會, 10910 .-- 256 面; 21 公分 .-- (大乘
叢書 ; A-189) .-- ISBN 978-986-990855-9 (平裝)
1.經集部 221.71
梵漢對勘<<藥師經>>讀本 / 陳淑芬
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
出版社,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6116-88-9 ( 平 裝 )
NT$750
1.經集部 221.712
*佛藏經講義. 第九輯 / 平實導師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
司, 1091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58-0-5 (平裝) NT$300
1.經集部 221.733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 / 徐醒民講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2-7 (平裝)
1.經集部 221.772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
(唐周)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版社, 10912 .-54 面; 26 公分 .-- (佛經系列 ; 14) .-ISBN 978-986-99181-3-8 (平裝)
1.密教部 221.96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七冊 / 釋
法音淺釋 .-- 初版 .-- 高雄市 : 法音宣
流, 10912 .-- 736 面; 22 公分 .-- (妙音
集 ; 28) .-- ISBN 978-986-91749-8-5 (平
裝)

1.中觀部

222.12

瑜伽師地論四講 / 普力金剛上師講
述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普力宏文教
基金會,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7391-4-6 (下冊:精裝) .-- ISBN 978986-97391-3-9 (上冊:精裝)
1.瑜伽部 222.13
巴 利 中 文 課 誦 本 = Pāli-Chinese
chanting book / 釋明高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法友佛教學會,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79-06 (平裝)
1.佛教諷誦 224.3
慈悲三昧水懺 .-- 修訂二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18 公分 .-- (掌中法寶系列)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537-2-6
(精裝) NT$260
1.懺悔 2.佛教儀注 224.4
呼畢勒罕 : 清代活佛文物大展 = The
Khubilghan : The Incarnated Lama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Related Artifacts /
宋兆霖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故宮博物院, 10911 .-- 3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62-841-3 (精裝)
1.藏傳佛教 2.文物展示 3.博物館特
展 224.5
寂境 / 房靖荃, 蘇雅芳, 林真, 九月, 丁
威仁, 王隆運, 林淵智, 馬冬生, 周盈
秀, 夏意淳, 呂眉均, 左家瑜, 楊智傑,
崎雲, 李蘋芬, 黃益啟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2020 全
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及人間
佛教散文得獎作品集) .-- ISBN 978957-457-573-2 (平裝) NT$320
224.511
唐寒禪 / 黃子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樂多事務所, 10911 .-- 1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742-1-9 (平裝)
NT$220
224.515
隨師美國行 =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Master / 覺行法師(陳彩紋)著 ;
Julie Lin 等英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10912 .-- 72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705-48-0 (平裝)
224.517
國寶·薪傳 : 施至輝藝師入行七十年
特展專輯 / 施至輝, 施世曈作 ; 張雀

芬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
縣文化局, 10912 .-- 2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3-88-9 ( 平 裝 )
NT$350
1.佛像 2.木雕 3.作品集 224.6
法藏比丘的非思不可. 三 / 釋法藏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
分 .-- (通俗佈教系列 ; G04) .-- ISBN
978-986-98732-4-6 (平裝) NT$250
1.佛教教化法 2.佛教說法 225.4
*正念人生課程 / 常淨法師編著 .-- 高
雄市 : 佛陀四聖諦講堂, 10911 .-- 110
面; 21 公分 .-- (三十七道品系列叢書 ;
17) .-- ISBN 978-986-94890-7-2 (平裝)
1.佛教修持 2.佛教說法 225.7
任運自在禪 / 慧廣法師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96) .- ISBN 978-986-5541-36-1 ( 平 裝 )
NT$250
1.佛教修持 225.7
念佛感應錄 / 淨土宗編輯部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淨土宗出版社,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88-47-3 (第 7 冊:平裝)
1.佛教信仰錄 225.8
*觀音菩薩與觀音法門 / 南懷瑾等講
述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48-3 (平
裝) NT$280
1.觀世音菩薩 2.佛教修持 225.82
天 下 第 一 灵 : 实 在 有 够 准 = The
upmost efficacious God / 卢胜彦著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
分 .-- 正體題名:天下第一靈: 實在有
夠 準 ; 簡 體 字 版 .-- ISBN 978-9865551-18-6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感應 225.85
天 下 第 一 靈 : 實 在 有 夠 準 = The
upmost efficacious God / 盧勝彥著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17-9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感應 225.85
放過自己 海闊天空 / 禪和尚本性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上趣創意延展
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1 公分 .14

- (本性相見歡系列 ; 2) .-- ISBN 978986-91880-6-7 (平裝) NT$200
1.佛教修持 225.87
真善美之旅 / 慧廣法師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0) .-- ISBN 978-986-5541-38-5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7
從無我空到達解脫 / 慧廣法師著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99) .-- ISBN 978-986-5541-37-8 (平
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87
普陀心雨. 2 / 聖化師父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普陀山文化部出版 : 普陀
山寺發行, 10912 .-- 21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5673-3-6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覺悟人生 / 陳明安講 ; 人乘佛教書籍
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10911 .-96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師問答摘
錄) .-- ISBN 978-986-5705-47-3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心寬事寬 : 給大忙人的禪思智慧 / 趙
立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92) .-- ISBN 978-9865541-30-9 (平裝) NT$32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
因陀羅禪畫的研究 : 以寒山拾得繪
畫為核心 / 蘇原裕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11 .-- 3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01-0 (平裝) NT$450
1.禪宗 2.佛教藝術 226.6
明公啟示錄 : 隱修門解密禪宗心法 :
從<<六祖壇經>>行由品談起 / 范明
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事業部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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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3-0 ( 上 冊 : 平 裝 )
NT$470
1.六祖壇經 226.62
任心清淨 : 你的生活該禪一下 / 東離
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94) .-- ISBN 978-9865541-32-3 (平裝) NT$250

1.禪宗 2.修身 3.生活指導

226.65

萬法無滯 : 靈活處事 禪心待人 / 東離
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95) .-- ISBN 978-9865541-33-0 (平裝) NT$250
1.禪宗 2.修身 3.生活指導 226.65
證道歌 / 許冠竑整理 .-- 高雄市 : 德
惠雜誌社,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621-93-2 (精裝)
1.禪宗 2.佛教說法 2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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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0 面; 23 公分 .-- 漢
藏對照 .-- ISBN 978-986-98982-4-9 (平
裝) NT$40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菩提道次第廣論. 抉擇空性見與止觀
雙運篇 / 宗喀巴大師(Tsongkhapa)著 ;
李勝海,陳智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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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632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
JB0146) .-- ISBN 978-986-99011-8-5
(平裝)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照亮解脫道之炬 : 前行修持之完整
指導 / 二世敦珠仁波切吉札.耶謝.多
傑 (Dudjom Rinpoche, Jigdral Yeshe
Dorje) ; 蓮 師 翻 譯 小 組 (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英譯 ; 楊書婷, 張昆
晟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
10912 .-- 380 面; 22 公分 .-- (智慧如
海 ; 2) .-- ISBN 978-986-99121-4-3 (平
裝) NT$50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七種樂 : 果倉巴大師的歌訣寶藏與
釋論 /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Khenpo
Tsultrim Gyamtso Rinpoche)釋論 ; 乘宗
阿闍黎妙融法師藏譯中, 台灣馬爾巴
佛學會編譯小組英譯中 .-- 初版 .-[臺北市] : 德謙讓卓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416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1584-9-7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大圓滿三寶總攝本尊及大圓滿導引
文合集 / 持明嘉春寧波取藏 ; 蔣貢工
珠仁波切講述 ; 法護(曾慶忠)漢譯 .-初版 .-- 基隆市 : 大藏文化出版社,
10911 .-- 4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6160-35-6 (精裝) NT$10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進入香巴拉之門 : 時輪金剛與覺囊
傳承 / 勘祖嘉培珞珠仁波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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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00 面; 22 公
分 .-- (善知識 ; JB0145) .-- ISBN 978986-99764-0-4 (平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五時度化 :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二
/ 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 一版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Image ;
4) .-- ISBN 978-986-99768-0-0 (平裝)
NT$360
1.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佛教傳記 229.1
娑婆人間 :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一
/ 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 一版 .-- 臺
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mage ;
3) .-- ISBN 978-986-99409-9-3 (平裝)
NT$399
1.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佛教傳記 229.1
僧肇大師 : 解空第一 / 徐瑾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會, 10912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7-7-9 (精裝)
NT$380
1.(晉)釋僧肇 2.學術思想 3.佛教傳記
229.334
*鑑真大和上 : 天平之甍 / 釋照量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金會, 10911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726-97-3 (平裝)
1.(唐)釋鑑真 2.佛教傳記 229.341
鑑真大和上 : 天平之甍 / 釋照量編
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
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7-55 (精裝) NT$380
1.(唐)釋鑑真 2.佛教傳記 229.341

15

道教
道教復興與當代社會生活 : 劉枝萬
先生紀念論文集 = Taoist Reviv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 Memorial to
Liu Chi-Wan / 丁仁傑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0912 .-- 3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2-68-3 (精裝) NT$350
1.道教 2.文集 230.7
呂祖百字碑講記 / 癡翁編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
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心
靈館 ; 78) .-- ISBN 978-986-6574-87-0
(平裝)
1.道教修鍊 235
*大道金篇 /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虛原雜誌社,
10912 .-- 1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505-9-7 (卷 2:平裝)
1.道教信仰錄 235.8

基督教
刀出鞘 / 郭祝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336 面; 21 公分 .-- (靈修叢書) .-- ISBN
978-986-98850-6-5 (平裝) NT$350
1.聖經研究 241.01
光照 : 歷史學家對聖經的 30 則探問 /
王壽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295-1 (平裝) NT$360
1.聖經研究 241.01
聖言離你不遠 : 乙年主日讀經評注 /
任安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
化事業, 10911 .-- 34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46-941-2 ( 平 裝 )
NT$390
1.聖經研究 2.讀經 241.01
聖經大智慧 / 林郁主編 .-- 二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2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9-6-8 (平裝)
1.聖經研究 241.01
創世記與我 / 李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華府基督生命
堂發行,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277-310-9 (第 3 冊:平裝)

1.創世記 2.聖經研究

241.211

天路日引. 1 : 與神同行-MENTOR 靈
修手冊 出埃及記. 上 / 董宇正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合一堂一粒麥子傳媒
中心, 10911 .-- 26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824-1-5 (精裝)
1.出埃及記 2.聖經研究 241.212
摩西 : 從奴役到得釋放 / 薩瓦喬
(Anthony T. Selvaggio)著 ; 陳主欣, 徐
嘉徽, 黃馨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09-1-4 (平
裝) NT$240
1.出埃及記 2.聖經研究 241.212
細讀箴言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福出版社, 10912 .-- 39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762-73-5 (精裝)
NT$380
1.箴言 2.注釋 241.37
舊約主題脈絡要義 : 以賽亞書 / 黃登
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83-4-8 (平裝)
NT$150
1.以賽亞書 2.聖經研究 241.41
第一次查馬可福音就上手 / 葛利斯
(Donald L. Griggs), 梅 爾 (Charles D.
Myers Jr.)作 ; 胡宏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216 面; 21 公分 .-- (Logos 系列 ; 9) .-ISBN 978-986-98609-5-6 (平裝)
1.馬可福音 2.聖經研究 241.63
路 加 福 音 注 釋 / 大 衛 . 鮑 森 (David
Pawson)著 ; 姜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1-6-1 (精裝)
1.路加福音 2.注釋 241.64
登山寶訓 : 天國百姓的生命與生活 =
Sermon of the mount : like as a kingdom
citizen /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
藝術傳播協會, 10911 .-- 152 面; 21 公
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ISBN 978986-99021-5-1 (平裝) NT$120
1.登山寶訓 2.教牧學 3.祈禱 241.69
保羅與耶穌(誰,形塑了基督宗教?) /
詹姆斯.塔博(James D. Tabor)著 ; 黃中
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428) .-- ISBN
978-986-262-450-0 (平裝) NT$450
1.保羅(Paul, the Apostle, Saint) 2.神學
3.基督教 241.7
雅各書 / 呂沛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歸正出版社, 10911 .-- 176 面; 21 公
分 .-- (聖約研經系列) .-- ISBN 978986-95622-5-6 (平裝) NT$350
1.雅各書 2.注釋 241.791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 大衛.鮑森
(David Pawson)著 ; 柯美玲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教
導叢書 ; ET073-1) .-- ISBN 978-9579209-62-5 (平裝)
1.神學 242
如何帶領初信者 : 屬靈接生學 / 大衛.
鮑森(David Pawson)著 ; 林以舜譯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
琳書房,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教導叢書 ; ET040-1) .-- ISBN 978957-9209-64-9 (平裝)
1.神學 2.基督徒 242
耶穌基督現今的服事 / 甘堅信
(Kenneth E. Hagin)原著 .-- 一版 .-- 臺
中市 : 瑞瑪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42569-8 (平裝)
1.耶穌(Jesus Christ) 2.基督 242.2
基督審判臺 / 郝雷克(Rick C. Howard)
著 ; 陳維德譯 .-- 再版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會,
10911 .-- 11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732-0-5 (精裝)
1.基督教 2.審判 242.27
幻想惡魔圖鑑 / 健部伸明監修 ; 王書
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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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224 面; 21 公分 .-- (聖典系列 ; 48) .-ISBN 978-986-99766-1-9 ( 精 裝 )
NT$650
1.神學 2.基督教 3.通俗作品 242.5
*寂靜之聲 : 進入葛利果聖歌的幽微
境界 / 大衛.史坦德.拉斯特, 夏隆.勒
貝著 ; 周靈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6-8 (平
裝) NT$280
1.葛利果聖歌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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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歲月 : 晨曦瑣語. 2 / 莫少珍著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
曦會,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50-4-1 (平裝) NT$20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
危 機 中 的 盼 望 / 比 爾 . 強 生 (Bill
Johnson)作 ;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10912 .-184 面 ;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7462-8-1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我們都是好山羊 : 治癒心中的天主
形象 / 丹尼斯.林恩(Dennis Linn), 莎依
拉 . 法 伯 肯 特 . 林 恩 (Sheila Fabricant
Linn), 瑪竇.林恩(Matthew Linn)合著 ;
左婉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
文化事業, 1091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46-942-9 ( 平 裝 )
NT$320
1.天主教 2.基督徒 3.信仰 244.9
我真愛講這些故事 : 神的作為在人
間 / 李秀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李
秀玉, 10911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87-3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見證 244.9
底波拉媽媽與嘖嘖獅兒子的 79 則超
自然對話 / 林羿翧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058-8-2 (平裝) NT$28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信 徒 養 育 : 一 要 三 招 = Faith
fundamentals one principle, three
practices /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
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10912 .-- 152 面;
21 公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ISBN
978-986-99021-6-8 (平裝) NT$120
1.基督徒 2.信仰 3.祈禱 244.9
無懼人生 / 路卡杜(Max Lucado)著 ;
柳惠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出版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761-3
(平裝)
1.基督徒 2.恐懼 244.9
榮耀的根基 : 每一天活在屬天的領
域中 / 布魯斯.艾倫(Bruce D. Allen)作 ;
王怡人譯 .-- 初版 .-- 桃園市 : 耶斯列
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 中華基督教亞
洲先鋒事奉協會發行, 10911 .-- 1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84-1-5 (平
裝)
1.基督徒 2.信仰 3.見證 244.9

禱告手冊) .-- ISBN 978-986-99021-7-5
(平裝) NT$120
1.基督徒 2.靈修 3.祈禱 244.93

轉個彎,看見幸福的風景 / 李忠茂

榮耀入侵 : 與神同行在敞開天門之
下 / 大衛.赫佐格(David Herzog)作 ; 張
聖晞譯 .-- 初版 .-- 桃園市 : 耶斯列國
際有限公司出版 : 中華基督教亞洲
先鋒事奉協會發行, 10911 .-- 2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84-2-2 (平
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이충무)著 ; 具玟姃(구민정)繪 ; 上智
文化事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
業,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品味
文學 ; N0005) .-- ISBN 978-986-603665-1 (平裝) NT$37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破碎的神 : 破碎是通往救贖唯一的
道路 / 安.福斯坎(Ann Voskamp)著 ; 張
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
版社,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60-6 (平裝)
1.基督徒 2.心理創傷 3.信仰治療
244.92
領受祝福,破除咒詛 / 馬利亞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馬利亞,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醫治叢書 ; EO056) .-ISBN 978-957-43-8299-6 (精裝)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3.靈修 244.92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三年 / 李鴻志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出 版 社 ,
10912 .-- 3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0-316-7 (精裝) NT$400
1.聖經 2.基督徒 3.靈修 244.93
因信心被提超自然移動 / 布魯斯.艾
倫(Bruce D. Allen), 邁可.范.弗萊門
(Michael Van Vlymen)作 ; 吳麗娟譯 .- 初版 .-- 桃園市 : 耶斯列國際有限公
司出版 : 中華基督教亞洲先鋒事奉
協會發行, 10911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84-0-8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歇一歇 / 魏司洛夫(Fredrik Wisløff)作 ;
祖文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
版社, 10911 .-- 3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0-315-0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當痛苦遇見愛 : 瘟疫下省思痛苦如
何教人成長 / 戎利娜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漢思 ; 1) .-- ISBN
978-986-98715-2-5 (平裝) NT$320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團隊建造 = Team building / 楊寧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
會,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30 天

讓你的心隨主飛翔 : 新眼光讀經
2021 年 1-3 月 / 拉瓦.米臼, 挪碼.阿豆,
王右軍, 古美玲, 李淑慈, 戴智彰, 蘇
畢娜.那凱蘇蘭, 陳志忠, 陳育傑, 余淑
玲, 王芳舟, 詹秀音, 陳怡伶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
會公報社發行, 10912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6471-87-2 (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有愛,無癮 : 數位海洛因下的全球失
控,行為類成癮者的迢迢康復路 / 葉
貞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0912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27589-9 (平裝) NT$420
1.基督教 2.生活指導 3.網路沈迷 4.
戒癮 244.98
21 世紀教牧倫理學 = Pastoral ethics in
the 21st century / 陳尚仁著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1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43-9 (平裝)
1.教牧學 2.基督教 3.宗教倫理 245
你也可以成為領袖 /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 徐成德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
書 ; ET064-1) .-- ISBN 978-957-920963-2 (平裝)
1.教牧學 2.領導 245

金會, 10912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41-0-2 (平裝) NT$250
1.天主教 2.教堂 3.朝聖 4.臺灣
246.233
嘿!少在那邊假裝沒事好嗎? : 給正在
付出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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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7-309-3 (平裝)
1.神職人員 2.基督教 247.4

伊斯蘭教
社會變遷與實踐調適 : 現代化進程
中 的 中 國 城 市 穆 斯 林 =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al adaptation :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urban
Muslim experience in China / 馬強著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1 .- 254 面; 26 公分 .-- (民間信仰研究叢
書 ; 12) .-- ISBN 978-986-99507-2-5 (平
裝) NT$800
1.伊斯蘭教 2.歷史 3.宗教人類學 4.
中國 258.2

其他宗教
*彌勒一貫道 : 聖火錄 / 彌勒皇佛說
法 ; 決賢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6752-933 (平裝) NT$320
1.民間信仰 271.9
彌勒聖道行. 五十六部曲, 消失的馬
雅 =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 : the lost Maya / 彌勒皇佛作 ;
開慧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5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6752-94-0 (平
裝) NT$490
1.民間信仰 271.9

論城市佈道 / 懷愛倫著 ; 李少波, 吳
滌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兆出版
社,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314-96-4 (平裝) NT$200
1.教牧學 2.教會 245.1

神話 : 社頭鄉寺宮廟與教會文史 / 詹
沛總編輯 .-- 彰化縣社頭鄉 : 彰化縣
社頭鄉公所, 10912 .-- 2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86-5 (精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彰化縣社頭鄉
272.097

台灣 Camino 指南 : 天主教堂徒步朝
聖之路 / 姜樂義, 鍾碧玉, 姜楓編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

南關線三大廟王醮暨遊社 : 史地與
香境 / 黃文博, 吳建昇作 .-- 初版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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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8-9 (精裝) NT$450
1.民間信仰 2.民俗活動 3.人文地理
4.臺南市 272.7
北港進香 : 往返台灣人心靈原鄉的
宗教旅程 / 林承緯, 黃偉強著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9-2 (平裝) NT$280
1.媽祖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雲
林縣 272.71
入寶山.敬義民 : 民國一百零九年慶
祝褒忠亭義民節大隘聯庄寶山祭典
分區紀錄專刊 / 陳韋誠, 李至堉, 朱振
源作 .-- 初版 .-- 新竹縣寶山鄉 : 新竹
縣寶山鄉公所, 10911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1-58-8 (平裝)
1.民間信仰 2.客家 3.祭禮 272.77
王船十三艙物件研究 / 吳碧惠著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大臺
南文化叢書. 第 9 輯 ; 1) .-- ISBN 978986-5504-26-7 (平裝) NT$420
1.建醮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臺
南市 272.94
*台灣南部醮典的民俗藝陣 / 吳騰達
著 .-- 初版 .-- 臺東市 : 中華民俗藝陣
研究室, 10910 .-- 3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83956-2-6 ( 平 裝 )
NT$880
1.建醮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臺
灣 272.94
南關線三大廟王醮暨遊社 : 王醮遊
社與文資 / 黃文博, 黃文皇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5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430-70-2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建醮 2.民俗活動 3.臺南市 272.94
禮祝下鄉 : 臺南王爺信仰儀式中的
王府行儀 / 謝國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272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9 輯 ; 2) .-- ISBN 978-986-5504-27-4
(平裝) NT$420
1.建醮 2.民間信仰 3.宗教儀注 4.臺
南市 272.94

情與慾之希臘羅馬神話 / 菲利浦.馬
提札克(Philip Matyszak)著 ; 崔梓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 (西方四大
神話 ; 4) .-- ISBN 978-986-5515-35-5
(平裝) NT$420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284.95

星座美少女. 5, 貓眼石項鍊的奇幻魔
法 /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 李貝貝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21 公
分 .-- (小公主成長學園 ; CFF011) .-ISBN 978-986-301-980-0 ( 平 裝 )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給孩子看的神話故事 : 全世界公認
非看不可的 20 個藝術品 / Sabine du
Mesnil, Charlotte Grossetête 著 ; Tanja
Stevanovic 繪 ; 周志誠譯 .-- 初版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知識館 ; K012) .-- ISBN
978-986-99556-4-5 (精裝)
1.希臘神話 2.西洋畫 3.畫論 4.通俗
作品 284.95

高級占星學解盤技巧 / 戴鵬飛作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0912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69-6 (精裝) NT$1000
1.占星術 292.22

術數；迷信
宮廟制解十二神煞 / 黃啟東編著 .-六 版 .-- 南 投 縣 名 間 鄉 : 黃 啟 東 ,
11001 .-- 102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9-8 (精裝)
1.術數 290
周朱易經六十四卦實用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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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13-1-7 (平裝) NT$400
1.易占 292.1
洞察天機.命理乾坤 : 超譯易經 / 王晴
天著 .-- 新北市 : 典藏閣, 11001 .-10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9-0-5 (平裝) NT$1680
1.易占 292.1
中國古皇家御用觀天術 / 了然山人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現代美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791-0-8 ( 平 裝 )
NT$420
1.天文學 2.占星術 3.中國 292.22
西頓的都勒斯 : 占星詩集(烏瑪.塔巴
里譯本) / 班傑明.戴克(Benjamin N.
Dykes)編譯 ; 陳紅穎(Rose Chen)譯 .-初版 .-- 臺北市 : 星空凝視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85-1-5 ( 平 裝 )
NT$980
1.占星術 292.22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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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鯤鯓代天府籤詩解密 / 林明德總
編輯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南鯤鯓代
天府, 10911 .-- 132 面; 23 公分 .-- (南
鯤鯓文化叢書 ; 31) .-- ISBN 978-98698929-2-6 (平裝) NT$250
1.籤詩 292.7
觀音籤詩新解 / 蔡秀菁作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10911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943-2-6 (平裝) NT$600
1.籤詩 292.7
纸牌科学全探索 / 罗伯特.李.坎普着 ;
霂风译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30 公
分 .-- 正體題名:紙牌科學全探索 .-ISBN 978-986-5559-54-0 ( 平 裝 )
NT$1028
1.占卜 292.96
光藏覺醒卡. 4 : 人生寶藏圖 / 聖光曌
宇(陳怡安), 范雅芸(Zara), 龐愛文圖
卡創作 ; 聖光曌宇(陳怡安), 施旭芬
(Suvidya), 許家瑜(Akarya)文字解說 .- 初版 .-- 臺中市 : 光遠心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04 面; 14 公分 .-( 光 境 密 碼 系 列 ) .-- ISBN 978-98695807-3-1 (平裝) NT$1680
1.占卜 292.96
*好運自己來. 2021 年 / 石卡羅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歡喜
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10911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274-6-2 (平
裝) NT$280
1.命書 2.生肖 293.1
滴天髓菁萃 / 沈朝合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葫蘆墩易學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八字經
典 ; A001) .-- ISBN 978-986-99722-0-8
(平裝) NT$580

1.命書

293.1

*蔡上機開運天書. 2021 / 蔡上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蔡上機國際顧問有
限公司,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開運 ; 4) .-- ISBN 978-986-95745-5-6
(平裝) NT$39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改運之書. 風水篇 / 大耕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96-2 (平裝)
NT$400
1.紫微斗數 293.11
周朱紫微斗數 / 朱孔國, 周寶玉著
作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聯中雄國際
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13-2-4 (平
裝) NT$500
1.紫微斗數 293.11
周朱紫微斗數飛星四化基本法與運
用 / 周寶玉, 朱孔國作 .-- 第一版 .-臺南市 : 聯中雄國際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13-3-1 (平裝) NT$300
1.紫微斗數 293.11
盲派絕傳秘竅 / 梁飛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育林出版社, 10912 .-- 6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74-8 (精
裝) NT$12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科學八字輕鬆學 / 鄭文堡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
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494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70) .-- ISBN 978-986-488-212-0 (平裝)
NT$38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風水診療室 : 換個風水換人生,不用
大師自己終結水逆 / 趙惠玲, 易玄大
師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8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13-0 (平裝) NT$360
1.堪輿 294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八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唯心宗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3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48-2-7 (平裝)
1.堪輿 294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九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唯心宗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348-3-4 (平裝)
1.堪輿 294
女巫安娜的魔藥草配方書 / 安娜.富
蘭克林作 ; 鄭百雅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2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2-0 (平裝) NT$420
1.巫術 2.藥用植物 295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21 / 張清淵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
分 .-- (運算人生 ; 15) .-- ISBN 978-9579065-53-5 (平裝) NT$218
1.改運法 295.7
內壇見聞 : 天官武財神扶鸞濟世實
錄 / 林安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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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眾生 ;
JP0176) .-- ISBN 978-986-99011-9-2 (平
裝)
1.扶乩 2.民間信仰 296.2
神來一筆 : 扶鸞的回顧及展望 / 張家
麟等著 ; 陳桂興主編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420 面; 23 公分 .-- (玄門真宗 ; 7) .-ISBN 978-986-456-319-7 ( 精 裝 )
NT$450
1.扶乩 2.民間信仰 296.2
*秘密耳語之怪獸圖鑑 / 王登鈺(Fish
Wang)原作 ; 張清龍文字 ; 煙囪精靈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19X20
公分 .-- (catch ; 263) .-- ISBN 978-9865549-29-9 (平裝) NT$400
1.妖怪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STEAM 大挑戰. 2 : 38 個玩轉科學、
激發創藝的科學手作 / 許兆芳, 潘憶
玲(滾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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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42) .-- ISBN 978-986-477-957-4 (平裝)
NT$36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我的 STEAM 遊戲書 : 科技動手讀 /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湯姆.曼
布雷(Tom Mumbray)作 ; 江坤山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7 公分 .-ISBN 978-957-32-8919-7 ( 精 裝 )
NT$45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我的 STEAM 遊戲書 : 科學動手讀 /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作 ; 江坤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8918-0 (精裝) NT$45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科學讀書人 : 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 /
潘震澤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科學+) .-- ISBN 978-957-147023-8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
萬物理論 / 胡萬炯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53-3 (平裝) NT$200
1.科學 2.文集 307
出發吧!科學冒險. 3, 從醫學突破到
資訊革命的現代科學史 / 金泰寬, 林
亨旭撰文 ; 文平潤繪圖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1-7 (平裝)
1.科學 2.歷史 3.漫畫 4.通俗作品
307.9
科 學 發 明 王 . 29 : 競 速 發 明 賽 /
Gomdori Co.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ISBN
978-957-658-460-2 (平裝) NT$300
1.科學 2.漫畫 307.9
*破解好萊塢的科幻想像 : 11 種電影
裡的世界末日與科學 / 艾德華斯
(Rick Edwards), 布 魯 克 斯 (Michael
Brooks)著 ; 黃靜雅譯 ; 鄭涵文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8) .-- ISBN 978986-525-004-1 (平裝) NT$400
1.科學 2.電影片 3.通俗作品 307.9
深海龍族 / Wilson 作 ; 氧氣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
分 .-- (X 科幻冒險隊) .-- ISBN 978986-301-981-7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跑跑薑餅人. 6, 毛骨悚然的科學 / 趙
珠熙文 ; 李泰榮圖 ; 徐月珠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454-1 (平裝) NT$3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名偵探柯南晨讀 10 分鐘推理課 / 青
山剛昌原作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61-9 (第 2 冊: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超自然科學歷史探險 / Thaleungsak
Laungsarn 文 ; Thana Reungpatchara
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76 面; 26 公分 .-- (神祕
知識漫畫系列) .-- ISBN 978-957-658468-8 (第 2 冊: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家 : 那些你意
想不到的發現 / 沃爾特.弗加托(valter
fogato)著 ; 安娜莉莎.貝格利(Annalisa
Beghelli)繪 ; 呂奕欣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銀河文化, 1100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50-3-4 (精裝)
NT$480
1.科學家 2.傳記 3.通俗作品 309.9

數學
三個邏輯學家去酒吧 : 燒腦謎題 100
道,打破常規思路,玩出新奇腦洞! / 霍
格爾.丹貝克(Holger Dambeck)著 ; 羅
松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38-6 (平裝) NT$40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費波納契的兔子 : 50 個改變歷史的
數學大發現 / 亞當.哈特-戴維斯著 ;

畢馨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7-6 (平裝)
NT$38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需要數學的瞬間 : 在生活中輕鬆學
習數學 / 金民衡著 ; 黃莞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03-6 (平裝) NT$340
1.數學 310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1 : 誰偷了乳牛? /
施曉蘭, 楊嘉慧文 ; 鄭玉佩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6-15-1 (平裝)
NT$260
1.數學 2.漫畫 310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2 : 官兵捉小偷 /
楊嘉慧文 ; 鄭玉佩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128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46-16-8 ( 平 裝 )
NT$260
1.數學 2.漫畫 310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3 : 蛋糕怎麼切? /
楊嘉慧文 ; 鄭玉佩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128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46-17-5 ( 平 裝 )
NT$260
1.數學 2.漫畫 310

電腦資訊科學
計算機科學的哲學 : 破解 IT 技術難
題的秘密心法 / 姜彥文著 .-- 二版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02-3 (平裝) NT$460
1.電腦 312
電腦常識(含概論) / 蔡穎編著 .-- 第十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6-1 (平裝)
1.電腦 312
數位科技應用 / 黃仲銘, 黃建庭, 林易
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1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2-668-4 (下冊:平裝)
1.數位科技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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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應用 4.0 : 面對與科技共生
的未來社會,你準備好了嗎? =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4.0 / 詹文男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228 面; 23 公
分 .-- (商業思潮 ; 120) .-- ISBN 978986-398-628-7 (平裝) NT$410
1.數位科技 2.未來社會 312
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成
果彙編. 2020 第 25 屆 = International
ICT Innovative Service Awards. 2020 /
經濟部工業局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0912 .-- 5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5-8 (平
裝附光碟片) NT$500
1.資訊服務 2.學科競賽 3.文集
312.07
創新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致理
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
計學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學
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
學院, 10911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2-8-8 (平裝)
1.數位科技 2.電腦程式設計 3.文集
312.07
創 新設 計國際 研討 會論文全 文集 .
202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Design. 2020 / 陳瑛琪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學校財團
法人致 理科技 大學 創新設 計學院 ,
10911 .-- 1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2-6-4 (平裝)
1.數位科技 2.電腦程式設計 3.文集
312.07
新趨勢網路概論 / 陳惠貞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1-3 (平裝)
1.電腦網路 312.16
超強 Google 雲端應用 : 贏家必勝技
能與行銷方程式 / 鄭苑鳳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0-2 (平裝) NT$360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WordPress&網頁設計會遇到的 100 個
問題 / 黃英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73 (平裝) NT$520

1.部落格 2.網際網路 3.網頁設計
312.1695
跟著實務學習 ASP.NET MVC 5.x : 邁
向.NET Code 的第一步(使用 Visual
C#2019) / 蔡文龍, 蔡捷雲, 歐志信, 曾
芷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86-8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網頁美編的救星!零基礎也能看得懂
的 HTML & CSS 網頁設計 / Mana 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28-7 (平裝)
NT$550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S(電腦
程式語言) 3.網頁設計 4.全球資訊網
312.1695
Raspberry Pi 物聯網應用(Python) / 王
玉樹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4-2 (平裝
附光碟片)
1.電腦程式設計 2.物聯網 312.2
Raspberry Pi 創客入門應用學習 / 邵
雲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
社, 10911 .-- 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60-5 (平裝) NT$200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AI 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
思維與演算法 : 使用 C 語言 /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3-4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 C 語
言超效解題致勝祕笈 / 吳燦銘著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3-3 (平裝) NT$35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圖說演算法 : 使用 C 語言 / 吳燦銘,
胡昭民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1-9 (平裝)
NT$36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極速開放 Java 大型系統 : Sprint Boot
又輕又快又好學 / 龍中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4-8 (平裝) NT$880
1.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84-4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JavaScript 精選 16 堂課 : 網頁程式設
計實作 / 陳婉凌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58 (平裝) NT$550
1.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Python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 :
看得懂也會做的 AI 人工智慧實戰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8-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AI 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
思維與演算法 : 使用 Python /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4-1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APCS 大 學 程 式 設 計 先 修 檢 測 :
Python 超效解題致勝祕笈 / 吳燦銘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2-6 ( 平 裝 )
NT$3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3.9 技術手冊 / 林信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9-9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從網路爬蟲到生活應用超實
務 : 人工智慧世代必備的資料擷取
術 : 網路爬蟲 / 陳會安著 .-- 初版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9-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人工智慧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 : AI 與資料科學應
用 / 劉立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
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41-0 (平
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初學指引 / 李彥賢等
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0912 .-- 4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8-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零基礎入門班(含 MTA 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題) /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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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ython 自己蓋 IoT 物聯網智慧屋 /
施威銘研究室作 .-- 臺北市 : 旗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53-9 (平裝)
NT$199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電腦程式
設計 3.物聯網 312.32P97
從 LINE BOT 到資料視覺化 : 賴田捕
手 / 饒孟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9-6 (平
裝) NT$5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LINE
312.32P97
AutoCAD 2020 實戰演練 : 機械設計 /
陳世勳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
化, 1091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50-8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12.49A97
精通 AutoCAD 2020 機械設計 / 周曉
龍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6-9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電腦繪
圖 312.49A97
Excel VBA 職場高效應用實例 / 楊永
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541-0 (平裝)
NT$5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上班族必學的圖表及數據分析 : 讓
你企劃、報告、提案暢行無阻 / 張
文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電腦人文
化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Office 系列) .-- ISBN 978-957-204915-0 (平裝) NT$35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商業應用軟體與生活應用實務 / 李
沛慶, 吳能惠, 徐蓮蔭, 陳慧婷編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
11001 .-- 3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7-5 (平裝) NT$4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Linux 運維實作大全 : 高效管理所有
主流服務 / 高俊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91100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6-2 (平裝) NT$880
1.作業系統 312.54

MATLAB 在化工上之應用 / 陳奇中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寧鄉 : 國立金
門大學, 10912 .-- 52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7872-2-2 ( 平 裝 )
NT$650
1.MATLAB(電腦程式) 2.化學工程
312.49M384

R 語言邁向 Big Data 之路 : 王者歸來
/ 洪錦魁, 蔡桂宏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5-5 (平裝) NT$780
1.資料探勘 2.電腦程式語言 3.電腦
程式設計 312.74

Project 2019 專案管理武功密笈 / 周曉
龍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2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4-5 (平裝)
1.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必須精通 MySQL8 : 最成功應用範例
全書 / 王英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79 (平裝) NT$980
1.資料庫管理系統 2.關聯式資料庫
312.74

SolidWorks 2019 基礎應用 武功秘笈 /
周 曉 龍 作 .-- 新 北 市 : 易 習 圖 書 ,
1100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5-2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武功密笈. 基礎篇 / 林志鎰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76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考試指南 312.49S678
SolidWorks 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丙級為例. 基礎篇 / 林志鎰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2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15-451-5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考試指南 312.49S678
精通 SolidWorks 2019. 基礎篇 / 陳俊
鴻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8-5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Kafka 超限精析 重磅級大數據流處
理技術平台 / 鄭奇煌編著 .-- 二版 .-臺北市 : 佳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9-806-4 (平裝)
1.作業系統 312.54

使用衍生數據及其預測結論之法律
關係研究 = A study of jural relations
using data exhaust and its inference / 黃
章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0-2 (平裝)
NT$300
1.資料探勘 2.大數據 3.法律 4.論述
分析 312.74
智慧製造資料庫與大數據分析 / 洪
哲倫等作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109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6-4 (平裝)
1.大數據 2.資料庫 3.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4
數據庫原理及 MySQL 應用教程 / 饒
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6-0 (平裝) NT$650
1.資料庫 2.資料庫管理系統 3.關聯
式資料庫 312.74
突破困境 : 資安開源工具應用 / 鄭郁
霖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4-546-5 (平裝)
1.資訊安全 2.軟體研發 312.76
*資通安全電腦稽核 : 防火牆管理查
核實例演練 / 黃秀鳳等作 .-- 1 版 .-臺北市 :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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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911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59-1-0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1200
1.資訊安全 2.資訊管理 312.76
E-Security 資安科技-政府策略&企產
資源&學研實務 demo 論壇專書. 第一
屆 2020 / 社團法人台灣 E 化資安分
析管理協會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社團法人台灣 E 化資安分析管理協
會, 11001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21-0-9 (平裝) NT$680
1.資訊安全 2.文集 312.7607
After Effects 全面攻佔 : 影片動畫製
作剪輯超密技精粹 / 李燕秋, 陳啟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498-9 (平裝)
NT$56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電腦動
畫 312.8
AKILA 魔法教室 : Scratch 3 程式積木
創意玩 / 王麗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37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Unreal Engine. 4 : 虛擬實境開發虛幻
引擎激速入門 / 王曉慧, 崔磊, 李志斌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500-9 (平裝)
NT$520
1.電腦遊戲 2.電腦程式設計 312.8
用 TensorFlow 玩轉大數據與量化交
易 / 何海群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
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03-0 (平裝) NT$650
1.人工智慧 312.83
行動裝置深度學習 / 李永會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2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7-2 (平裝) NT$380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神經網路
4.電腦程式設計 312.83
唐鳳 AI 與科技的未來 : 擴大我們能
到達的地方,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 唐
鳳作 ; 姚巧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Focus ; 97) .-- ISBN 978957-658-464-0 (平裝) NT$450

1.人工智慧 2.技術發展 3.社會變遷
4.資訊教育 312.83
智慧新世界 : 圖靈所沒有預料到的
人工智慧 / 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
編著 ; 林守德, 高涌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21 公分 .-- (科學+) .- ISBN 978-957-14-7048-1 (平裝)
1.人工智慧 2.文集 312.83
精實 AI : 新創企業如何運用人工智
慧獲得成長 / Lomit Patel 著 ; 張雅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8-2 (平裝)
1.人工智慧 2.企業管理 312.83
*金融人才 x 機器學習聯手出擊 : 專
為 FinTech 領域打造的機器學習指南
/ Jannes Klaas 著 ; 彭勝陽譯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8-0 (平裝) NT$690
1.機器學習 2.數位科技 3.金融自動
化 312.831
零基礎入門的機器學習圖鑑 : 3 大類
機器學習 X17 種演算法 XPython 基
礎教學,讓你輕鬆學以致用 / 秋庭伸
也, 杉山阿聖, 寺田學著 ;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2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49) .-- ISBN 978-986507-241-4 (平裝) NT$450
1.機器學習 2.演算法 3.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312.831
機器學習入門 : R 語言 / 徐偉智, 社
團法人台灣數位經濟發展學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3-4 (平裝)
1.機器學習 2.資料探勘 3.電腦程式
語言 312.831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前進平面設計
的世界 / 楊雨濛等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2-7 (平裝) NT$450
1.數位影像處理 2.Illustrator(電腦程
式) 312.837
精彩 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
InDesign CS6 平面設計三元素 / 陳珊
珊作 .-- 四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0912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49-2 (平裝)
1.數位影像處理 2.Illustrator(電腦程
式) 3.InDesign(電腦程式) 4.平面設計
312.837

天文學
節氣朔望弦及日月食表 / 潘強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0911 .- 316 面; 26 公分 .-- (命理叢書 ;
1131) .-- ISBN 978-986-98873-4-2 (平
裝) NT$500
1.實用天文學 322
預知宇宙紀事 / 提摩西.費瑞斯
(Timothy Ferris)著 ; 林淑貞, 林宏濤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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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63-5 (平
裝) NT$460
1.宇宙 2.宇宙論 323.9
臺灣豪雨 / 郭鴻基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
會,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4982-5-9 (平裝) NT$320
1.雨 2.氣象學 328.63

物理
物理 / 葉泳蘭, 鄭仰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8-0 (平裝) NT$400
1.物理學 330
物理奇遇記 : 湯普金斯先生的相對
論及量子力學之旅 / 加莫夫(George
Gamow), 史坦納德著 ; 但漢敏譯 .-三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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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448-7 (平裝)
NT$450
1.物理學 330
趣味物理研究室 / 左卷健男作 ; 蔡婷
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4-2 (平裝)
NT$300
1.物理學 2.通俗作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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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變簡單的日常物理學 : 徹底
了解萬物本質,辨別真相與欺詐 / 松
原隆彥作 ;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希代多媒體
書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413 (平裝)
1.物理學 2.通俗作品 330
發「聲」什麼事? : 4 堂課找回聲音
的力量,完整內在和外在的自己 / 魏
世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21-0 (平
裝) NT$360
1.聲音 2.演說術 3.溝通技巧 334
台灣聲學學會 109 年會員大會暨第
33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0 annual
meeting and 33th symposium of Taiwan
Acoustical Association /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聲學學會, 10911 .-- 3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124-85 (平裝)
1.聲學 2.文集 334.07
技術報告 : 非接觸式射頻精密量測
微米級銅厚技術與微波均勻電場開
發技術應用 / 陳建璋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滄海書局, 1091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63-120-0 (平裝)
1.電磁學 2.微波電子學 338.1
微中子 : 挑戰物理學「最大之謎」,
一本書讀懂諾貝爾獎的研究 / 多田
將作 ; 衛宮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52) .-- ISBN
978-986-5408-43-5 (平裝) NT$350
1.微中子 2.物理學 339.415

化學
化學元素偵察隊 / 邁克. 巴菲爾德
(Mike Barfield) 作 ; 羅 倫 . 亨 福 瑞
(Lauren Humphrey)圖 ; 陳偉民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12-6 (精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化學很有事 : 元素家族 / 張慈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1 .-

- 128 面; 21 公分 .-- (知識館 ; K009) .- ISBN 978-986-99556-2-1 (平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分 .-- ISBN 978-986-338-367-3 (精裝)
NT$480
1.河川 2.歷史 3.通俗作品 351.81

化學很有事 : 行動の空氣 / 張慈庭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知識館 ;
K010) .-- ISBN 978-986-99556-3-8 (平
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探索海洋 / Derek Harvey 著 ; Daniel
Limon 繪 ; 龐元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1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7-2 (精裝) NT$550
1.海洋學 2.海洋生物 3.生物生態學
351.9

*風華再現 : 白話諾貝爾百年化學獎.
1901-2020 / 游美利, 温坤禮著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10912 .-- 54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25-0-9 (平裝) NT$1000
1.化學 2.諾貝爾獎 340
原子大作用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王安正漫畫繪製 .-- 四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7 公分 .-- (漫畫科學
小 百 科 ) .-- ISBN 978-986-338-373-4
(精裝) NT$380
1.原子 2.通俗作品 344.4
物理化學 / Ira N. Levine 著 ; 黃孟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
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臺
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5-1 (平裝)
1.物理化學 348

地質學
磐石紀事 : 追蹤 46 億年的地球故事 /
貝鳶業如(Marcia Bjornerud)著 ; 若到
瓜(Nakao Eki)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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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 220) .-- ISBN 978-986-262-449-4
(平裝) NT$450
1.地質學 350
水真好玩 / 王元容文 ; 林傳宗插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553-17-3 ( 精 裝 )
NT$350
1.水文學 2.通俗作品 351.7
大河的故事 / 提摩西.奈普曼作 ; 艾絲
琳.琳賽, 艾琳.夢塔諾繪 ; 郭恩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52 面; 27X25 公

海人第一線. 1 / 余欣怡等撰文 ; 張至
維, 施義哲主編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
研究院, 10911 .-- 112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5457-40-2 ( 精 裝 )
NT$250
1.海洋學 2.海洋資源保育 3.海洋環
境保護 4.文集 351.907
博碩論文選輯 : 海洋文化研究專輯.
第二輯 / 松浦章, 吉尾寬, 卞鳳奎, 楊
護源, 安嘉芳, 陳贏財, 陳坤松, 劉碧
蓉, 曾子良, 張清忠, 莊雲雁, 刑繼萱
作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冊 .-- ISBN 978-986-7127-90-7 (全套:
平裝) NT$20000
1.海洋 2.文化 3.文集 351.907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三疊紀:
爬行動物崛起 / 智慧鳥著.繪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50 面; 24X25 公分 .-ISBN 978-986-526-002-6 ( 精 裝 )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侏羅紀:
恐龍帝國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3-3 (精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生物學
生物統計學 / 楊惠齡, 林明德編著 .-十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79-4 (平裝)
NT$480
1.生物統計學 3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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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的生物教室 : 透過 85 堂課理解
生命的起源與存在 / 大石正道著 ; 陳
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49-4 (平裝)
1.生命科學 361
新版生物學 / 楊續研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13-5 (平裝) NT$380
1.生命科學 361
原來超級英雄都是天生的 : BBC 專
家為你解答基因的祕密 / <<BBC 知
識>>國際中文版作 ; 高英哲, 甘錫安,
畢馨云, 賴毓貞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紅樹林出版,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Earth ; 15) .-- ISBN 978-98697418-7-3 (平裝) NT$390
1.基因 2.遺傳學 363.81
拚命求生的演化! : 奇怪又有趣的海
洋生物圖鑑 / 鈴木香里武作 ; eko,
OCCA, Karashisoell 繪 ; 陳芬芳譯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4-8-2 (平裝)
1.海洋生物 2.通俗作品 366.98
守護璀璨珍寶 : 臺灣的自然保護區
域 = Natural treasure in our arms :
protected areas in Taiwan / 黃嘉隆, 彭
瑞祥, 葉人豪, 陳炳燕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49-73-5 (平裝)
NT$480
1.生態保育區 2.自然保育 3.臺灣
367.7
食品微生物實習. 下冊 / 江春梅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
公司, 10911 .-- 224 面; 26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986-5531-27-0 (平裝)
1.食品微生物 369.36
數據會說話 : 血清學監測的重要性
及價值 / 陳冠鈞, 王思文, 廖秀津編
寫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911 .-- 50
面; 30 公分 .-- (家禽場衛生管理手冊 ;
33) .-- ISBN 978-986-5449-64-3 (平裝)
NT$100
1.血清 369.87

植物學
植到玉見你 : 塔塔加.玉山主峰步道
綠色盛宴 = The botanical guidebook of
Tataka Recreation Area and Yushan
Peaks Trail / 曾喜育等作 .-- 初版 .-- 南
投縣水里鄉 :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6-01-6 (平裝) NT$350
1.植物 2.玉山國家公園 375.233

動物學
日本動物園女孩 Yumi 的逐夢實記 :
重生吧!新竹市立動物園 / 岡元友實
子採訪主筆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
市政府,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21-61-8 ( 平 裝 )
NT$360
1.新竹市立動物園 380.69
台灣珊瑚全圖鑑. 上, 石珊瑚 / 戴昌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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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62-451-7 (精
裝)
1.珊瑚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6.394025
昆蟲假面 : 12 種昆蟲的知識學習互
動遊戲書 / 安恩永文.圖 ; 林玗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9 公分 .-(小魯知識繪本 ; 71) .-- ISBN 978-9865566-07-4 (精裝) NT$350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漫畫昆蟲記 :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
蜘蛛插班生來了! / 吳祥敏著 ; 夏吉
安, 莊建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快
樂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4-5 (平裝)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聽見台江天籟 : 臺灣暗蟬 = Taiwan
twilight cicada / 張原謀, 鍾兆晉, 林淑
鳳撰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台江國家
公園管理處, 10912 .-- 1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22-9 (精裝)
NT$280
1.蟬 2.臺灣 387.764
嘉寶的田野大發現. 甘藷蟻象篇 =
Garbo's great adventure in the field / 蔡

佩珊繪圖 ; 陳清玉, 連經憶故事構
成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
學, 10911 .-- 35 面; 27X26 公分 .-- 注
音 版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99650-3-3 (精裝) NT$350
1.鞘翅目 2.甘藷 3.繪本 387.785

鳥類骨骼圖鑑 : 從鴕鳥到麻雀,收錄
145 種珍貴鳥類標本! / 川上和人著 ;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5-3 (平裝)
1.鳥類 2.骨骼 3.標本 4.圖錄 388.8

南橫的蛾. 1 = Moths of Nanheng part. 1
/ 傅建明, 大和田守, 施禮正, 林旭宏
主編 .-- 初版 .-- 南投縣集集鎮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 10912 .-- 5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2-8 (精裝) NT$1500
1.蛾 2.臺灣 387.793

野鳥完全圖鑑 : 詳盡比對辨識,盡覽
鳥類之美 / 永井真人著 ; 徐芳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0-8 (平裝)
1.鳥 2.動物圖鑑 3.日本 388.831025

台 灣 南 部 魚 類 圖 鑑 = Fishes of
southern Taiwan / 小 枝 圭 太 (Keita
Koeda), 何 宜 慶 (Hsuan-Ching Ho) 主
編 .-- 第二版 .-- 屏東縣車城鄉 : 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 10912 .-- 冊 .-- (海
洋生物博物館圖鑑系列 ; 18)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5461-28-7 (第 1
輯:精裝) NT$2000 .-- ISBN 978-9865461-29-4 (第 2 輯:精裝) NT$2000 .-ISBN 978-986-5461-30-0 (全套:精裝)
1.魚類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8.533025
青蛙不簡單 / 李世榮文 .-- 第二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68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5-000-3 ( 精 裝 )
NT$420
1.青蛙 2.動物圖鑑 388.691025
流浪的龜龜 / 陳維銘繪圖 ; 陳月文故
事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藝術文創
有限公司, 10912 .-- 44 面; 21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7890-3 (精裝) NT$399
1.龜 2.自然保育 3.通俗作品
388.791
恐龍大搜密 / 林靈作 ; 顏銘辰繪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10 面; 3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29-598-2 (精裝)
1.爬蟲類 2.通俗性讀物 388.794
恐龍迷宮 : 和恐龍研究隊一起探索
神祕的恐龍世界 / 香川元太郎, 香川
志織文.圖 ; 原木櫻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5-011-9 (精裝) NT$320
1.爬蟲類 2.通俗作品 38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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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觀察手冊 : 金瑞治水園區生態
圖鑑 / 徐昭龍, 蔡育倫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10910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287-1-3 (平裝) NT$300
1.鳥類 2.臺北市內湖區 388.833
禮物 : 白海豚的微笑 / 陳雅馨, 許馨
庭文 ; 陳雅馨圖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5-4 (精裝)
NT$400
1.鯨目 2.動物保育 3.通俗作品
389.75

人類學
人體解剖全書 / 安德魯.貝爾著 ; 謝伯
讓, 高薏涵, 黃馨弘翻譯 .-- 第三版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2-8 (平裝) NT$980
1.人體解剖學 394
解開人體的祕密 / 克里斯.奧克雷德
(Chris Oxlade),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艾爾.比查(Aaron Blecha)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203-866-6 (精裝)
1.人體學 2.人體解剖學 3.通俗作品
394
圖解運動員必知的人體解剖學 : 理
解人體結構,讓訓練效果最大化 / 大
山卞圭悟著 ; 童小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5-5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2.運動醫學 394
皮膚的非凡生命 : 綜覽人體表面的
親密之旅 / 蒙蒂.萊曼(Monty Lyman)

著 ; 洪慧芳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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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ISBN 978-986-235-882-5 ( 平 裝 )
NT$420
1.人體學 2.皮膚 3.通俗作品 394.29

喚醒青春荷爾蒙 : 啟動身體抗老機
制,打造不發胖體質 / 上符正志作 ; 連
雪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87) .-- ISBN 978-9865408-42-8 (平裝) NT$320
1.激素 2.健康飲食 3.健康法 399.54

食物寶寶去旅行 / 張媛媛, 蔣萍著 ;
稚子文化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京
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40 面;
20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757-1-1 (精裝)
1.消化系統 2.通俗作品 3.繪本
394.5

應用科學類

眼睛寶寶亮晶晶 / 劉海華, 蔣萍著 ;
稚子文化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
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40 面;
20X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757-0-4 (精裝)
1.眼睛 2.通俗作品 3.繪本 394.961
骨骼寶寶愛運動 / 曾瀚琳著 ; 稚子文
化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京采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40 面; 20X27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99757-2-8 (精裝)
1.骨骼組織 2.通俗作品 3.繪本
395.6
人體完全指南 : 一次搞懂奧妙的結
構與運作機制!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許懷文, 陳孟平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 ; 21) .-- ISBN 978-986-461-229-1 (平
裝) NT$500
1.人體學 397
人體健康遊樂園 : 揭開身體運作的
祕密,邊玩邊學養成健康觀念 / 陳盈
盈著 ; 黃美玉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176 面; 23 公分 .-(科學圖書館 ; 7) .-- ISBN 978-98699532-3-8 (平裝) NT$420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物理治療精選. 1, 解剖與生理學(含
職能治療) / 駱明潔作 .-- 七版 .-- 臺北
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091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68-45 (平裝附光碟片) NT$580
1.人體生理學 2.人體解剖學 3.職能
治療 397

總論
未來生活夢想號 / 日本小學館編輯
撰文 ; 藤子.F.不二雄漫畫 ; 黃薇嬪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12 面; 21 公
分 .-- (哆啦 A 夢科學任意門 ; 20) .-ISBN 978-957-32-8908-1 ( 平 裝 )
NT$240
1.科學技術 2.漫畫 400
向大自然借點子 : 看科學家、設計
師和工程師如何從自然中獲得啟發,
運用仿生學創造科技生活 / 哈里艾
特.伊旺(Harriet Evans)文 ; 貢薩洛.維
亞納(Goncalo Viana)圖 ; 林大利譯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40 面; 27X27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ISBN 978-986-5503-93-2 ( 精 裝 )
NT$380
1.生活科技 2.仿生學 3.通俗作品
400
iPOE 科技誌. 6 : CyberPi vs WiFiBoy
程式學習遊戲機大比拚 / 尤濬哲等
編著 ; 江玉麟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0-7 (平裝)
1.科技教育 403

醫藥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0 週年紀念
專刊 / 張上淳, 楊仁宏, 賴其萬, 林其
和, 劉克明, 呂佩穎, 陳震寰, 方基存,
張曉平, 鄭國良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10911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3-0-6 (精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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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2.醫學教
育 3.教育評鑑 4.文集 410.307
FUN 輕鬆學習醫學術語 : 常見 300 字
醫護專業術語 / 吳寳觀作 .-- 一版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583-5 (平裝)
1.醫學 2.術語 410.4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 : 醫療人論
文集 = Literature : visual culture and
medicine / 張淑麗, 蘇榕, 蔡振興, 胡心
瑜, 謝文珊, 王榆晴, 張焮棋, 馮品佳
作 ; 馮品佳主編 .-- 臺北市 : 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文學觀點 ; 37) .-- ISBN 978-957445-910-0 (平裝) NT$360
1.醫學 2.影像文化 3.文學 4.文集
410.7
智慧醫療與法律 / 陳鋕雄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091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48-5-1 (平裝) NT$720
1.醫療科技 2.醫政管理 3.醫事法規
4.文集 410.7
健康生活 / 劉嘉年, 林高永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001 .- 27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27-3-3 (平裝) NT$310
1.健康法 2.衛生教育 411
無毒一身輕 / 林光常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448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85) .- 百萬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5408-44-2 (平裝) NT$450
1.健康法 2.養生 3.生活指導 411.1
心想事成冥想呼吸法 / 蔡媛惠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出版社,
11001 .-- 202 面; 21 公分 .-- (壽世養
生 ; 35) .-- ISBN 978-986-98051-3-1 (平
裝) NT$250
1.呼吸法 2.健康法 411.12
如瑜得水 / Miya(夏米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蹟製造有限公司,
10912 .-- 10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86-0-6 (平裝) NT$600
1.瑜伽 411.15
養氣經絡瑜伽 : 運用經絡的氣行導
引、認識五臟的養護方法,提升生命
能量 / 葉鳳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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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2 .-- 192 面 ; 23 公 分 .-(Wellness) .-- ISBN 978-986-459-255-5
(平裝) NT$480
1.瑜伽 2.經絡 411.15
慾經瑜珈 : 陰部緊實運動!瘦身也能
助眠 / 鈴木真理作 ; 陳凱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4-6 (平裝)
1.瑜伽 2.婦女健康 411.15
年過 40,掌握樂活關鍵 : 一次學會 16
專科的全人健康照護法 / 花蓮慈濟
醫院醫療團隊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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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悅
讀健康系列 ; HD3155) .-- ISBN 978986-99456-6-0 (平裝) NT$450
1.長生法 2.健康法 3.中老年人保健
411.18
王進崑營養學,白髮變黑髮,年輕 15
歲 : 營養學博士王進崑的太極健康
飲食與美味食譜 / 王進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Easy ;
99) .-- ISBN 978-986-5548-29-2 (平裝)
NT$399
1.健康飲食 2.營養 411.3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下冊 / 許世忠, 劉彩
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20 面; 28 公
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ISBN 978-986-99040-9-4 (平裝)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減糖新生活,讓你抗老抗糖化 / 簡光
廷, 劉蕙毓, 黃詩茜合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55-7 (平裝) NT$300
1.健康飲食 2.糖 411.3
實食 / 楊心怡, 孫孝宇著 .-- 初版 .-高雄市 : 楊心怡, 1100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18-4 (平裝)
1.健康飲食 2.營養 3.食譜 411.3
風靡全世界的紅茶自療法 / 齊藤由
美作 ; 黃筱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21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3-5 (平裝) NT$350
1.茶葉 2.健康法 411.47

易 筋經 : 中國式 瑜珈 = Yijinjing :
Chinese style yoga / 李章智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未來書城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0911 .-- 212 面; 25 公分 .-- (李
章智養生系列 ; 304) .-- ISBN 978-9867584-98-4 (平裝) NT$400
1.運動健康 2.養生 411.7
槓鈴處方 / 安迪.貝克, 約納通.沙利
作 ; 吳肇基, 陳柏瑋, 王啟安, 吳峰旗,
何宜勳, 林靖倫, 楊斯涵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2 .- 32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1-2 (平裝) NT$980
1.運動健康 2.運動訓練 3.老年
411.7
逆齡抗老的 7 秒肌肉操 / 久野譜也
作 ; 林芷柔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11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8-1 (平裝) NT$300
1.健身運動 2.運動健康 411.711
瘦肌進階!姿勢矯正法 : 每天 3 招驅
趕姿勢肥胖 / 戶川愛作 ; 李衣晴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2-1 (平裝)
1.姿勢 2.塑身 3.運動健康 411.75
世界第一的 R90 高效睡眠法 : C 羅、
貝克漢的睡眠教練教你如何睡得少,
也能表現得好 / 尼克.力特赫斯(Nick
Littlehales)作 ; 周倩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4-0 (平裝) NT$36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失眠的年代 : 即刻救援你的睡眠,不
要做夢還想著賺錢 / 許承翰, 高紅敏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56-5 (平裝)
NT$350
1.睡眠 2.健康法 411.77
1 個月-7kg 奇蹟蛋白質減重法 : 攝取
蛋白質+簡單運動=14 天效果立現!打
造理想體型、貫徹減重意志的最強
飲食法 / 土田隆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健康樹系列 ; 150) .-- ISBN 978-986507-242-1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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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重 2.蛋白質 3.健康飲食 4.運動
健康 411.94
我們為何吃太多? : 全新的食慾和代
謝科學,關於節食迷思以及如何正確
減 重 / 安 德 魯 . 詹 金 森 (Andrew
Jenkinson)作 ; 吳國慶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Alpha ; 48) .-- ISBN 978-986-5524-371 (精裝) NT$480
1.減重 2.新陳代謝 411.94
減肥,我要飽飽地瘦下去 / 仰望尾迹
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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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40-5 (平裝) NT$320
1.減重 2.食譜 3.健康飲食 411.94
活得好 : 重新理解健康 / 山卓.格列亞
(Sandro Galea)著 ; 廖偉翔, 楊元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
分 .-- (Next) .-- ISBN 978-957-13-84689 (平裝) NT$350
1.公共衛生 2.健康照護體系 3.美國
412
臺 南市 政府衛 生局 公共衛生 年報 .
108 年 = Public Health Bureau, Tainan
City Government public health annual
report. 2019 / 黃文正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911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2-7 (平裝)
1.公共衛生 2.臺南市 412.133/127
一步一腳印 : 腸病毒防治國際合作
紀 實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terovir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旗
艦計畫「亞太疫苗及血清研發中心」
子計畫三團隊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
南鎮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 究院,
10912 .-- 1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9-74-3 (平裝) NT$250
1.腸病毒 2.傳染性疾病防制 3.文集
412.471
紅背心的征途 / 張子弘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0X20
公分 .-- (社會人文 ; BGB497) .-- ISBN
978-986-525-016-4 (平裝) NT$42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新
北市 412.471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要輯 / 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 修訂第十六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 10912 .-- 763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39-78-1 (平裝)
1.全民健康保險 2.保險法規 412.56

穴道速查解剖圖鑑 / 福辻銳記作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002 .-- 1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3-6 ( 平 裝 )
NT$350
1.穴位療法 413.915

森林療癒了誰?里山社區的行動參與
/ 李俊緯, 周穎宗, 徐霈馨, 劉盈孜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業試驗所, 10912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5-05-7 (平裝)
NT$300
1.森林浴 2.自然療法 3.社區總體營
造 4.臺灣 412.719

平衡軸療法精髓 / 鄧永昇, 陳俊嘉
作 .-- 高雄市 : 鄧永昇, 109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72 (平裝) NT$680
1.推拿 2.復健醫學 413.92

庸醫劣傳 / 黃成義編輯 .-- 桃園市 : 黃
成義, 10911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2-9 (平裝) NT$350
1.中醫 413
佛州漢唐跟診日誌 : 師從倪海廈先
生見聞錄 / 林大棟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04-1 (平裝) NT$360
1.中醫診斷學 413.22
*住院病人臨床常見護理問題 : 失眠
之辨證施護手冊 / 第三十二屆中醫
護理委員會指引發展小組編輯 .-- 臺
北市 : 臺灣護理學會, 10911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05-1-1 (平
裝)
1.中醫 2.護理學 3.失眠症 413.28
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 / (東漢)張仲景
著 ; 劉理想, 潘秋平整理 .-- 初版 .-臺中市 : 今日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856-0-4 (平裝)
1.傷寒論 2.中醫典籍 413.32
中醫骨傷科專家教你搞定全身筋骨
肌肉 : 破解 12 個骨傷科迷思+速療 20
個常見筋骨損傷+20 種強筋健骨的
食療方 / 高宗桂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養生館 ; 47) .-- ISBN
978-986-99458-3-7 (平裝) NT$350
1.骨傷科 413.42
歧文中醫臨床問答 / 陳昭勳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001 .-- 408 面 ; 23 公 分 .-(Healthy ; 28) .-- ISBN 978-986-555944-1 (平裝) NT$480
1.中醫 2.臨床醫學 413.8

親子足療 : 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健
康法. 2 / 吳若石, 胡齊望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Health ;
25) .-- ISBN 978-957-663-792-6 (平裝)
NT$399
1.按摩 2.經穴 3.腳 413.92
少林秘傳版易筋經 12 式超圖解 : 5 分
鐘伸展!從肌肉筋膜到骨骼神經都調
校到位,啟動自癒力、遠離胖老病 /
林勝傑作 .-- 二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
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728-0-2 (平裝)
NT$399
1.氣功 2.健康法 413.94
氣功養生治病 / 林孝宗作 .-- 修訂壹
版 .-- 桃園市 : 自發功研究室,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氣功研究 ; 2) .-ISBN 978-986-95221-4-4 (平裝)
1.氣功 2.養生 413.94
1 週見效!日本名醫認證 : 最強藥膳個
人鍋 / 工藤孝文主編 ; 謝東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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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65-9 (平裝)
1.食療 2.藥膳 3.健康飲食 413.98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 / 謝宇, 裴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3 公
分 .-- (Health+ ; 154-) .-- ISBN 978-98699519-5-1 (中卷:平裝) NT$450
1.本草綱目 2.中藥材 414.121
採藥足跡 / 張景堯總編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
會, 11001 .-- 1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39-0-7 (精裝) NT$300
1.中藥材 414.3
藥神牛樟芝王傳人 : 葫蘆丹創辦人
陳增財 / 陳增財口述 ; 李東儒編輯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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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 初版 .-- 臺北市 : 百香果出版社
有限公司 ; 彰化縣田尾鄉 : 葫蘆丹漢
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21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493-5-0 (平裝) NT$280
1.陳增財 2.牛樟芝 3.自傳 4.臺灣
414.34
靈 芝 三 萜 萬 花 筒 = Ganoderma
triterpenoid kaleidoscope / 林淑萍, 張肇
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10912 .-190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9800-0-5 (精裝) NT$800
1.靈芝 2.中草藥 414.34
中藥處方集 / 港香蘭醫藥出版社編
輯 .-- 臺南市 : 港香蘭醫藥出版社,
10911 .-- 3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28377-7-1 (平裝)
1.中藥方劑學 414.6
急診室住院醫師手冊 / 堀進悟監修 ;
佐々木淳一編集 ; 張凱鈞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
11001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3-4 (平裝)
1.急診醫學 2.手冊 415.22026
性傳染病臨床圖譜與治療指引 / 李
嘉文總編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臺
灣泌尿科醫學會 : 翰蘆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0912 .-- 2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84612-3-9 ( 平 裝 )
NT$760
1.性病 2.傳染性疾病 415.23
君王、疾病與歷史 : 從百日皇帝到
希拉蕊.克林頓,當權者染疾及重大傳
染病就此決定人類命運 / 羅納.D.葛
斯特(Ronald D. Gerste)作 ; 彭菲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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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6-4 (平
裝) NT$450
1.傳染性疾病 2.世界史 415.2309
圖解心臟超音波 : 成人超音波準則 /
Bernard E. Bulwer 原著 ; 洪崇烈, 宋國
慈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001 .-- 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368-382-7 (平裝)
1.心臟病 2.超音波學 415.31
NTM 肺病全攻略 : 70 個您想知道的
事 / 樹金忠, 潘聖衛, 魏裕峰, 馮嘉毅,
李和昇, 吳柏樟, 王秉槐, 林書永, 吳

丁樹, 陳永哲作 ; 樹金忠, 潘聖衛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
公司, 10911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9-61-8 (平裝) NT$300
1.肺臟疾病 2.問題集 415.46022
咀嚼吞嚥困難跨職類整合照護全書 :
活用 KT 平衡表的由口進食支援全技
巧 / 小山珠美編 ; 陳光棻, 蔣君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
版基地發行, 10912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8567-76-4 (精裝)
NT$800
1.吞嚥困難 2.健康照護 415.51
打響保胃戰 : 吃貨想要當好當滿?先
用 45 招養好你的胃! / 許承翰, 田洪
江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6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42-0 (平裝) NT$340
1.胃疾病 2.保健常識 3.中西醫整合
415.52
輸血醫學 / 余榮熾, 王昌玲, 朱正中,
朱志芬, 朱芳業, 何國維, 林冠州, 林
媽利, 涂玉青, 張小琳, 張鳳娟, 陳定
平, 陳冀寬, 陳瀅如, 陸中衡, 黃仰仰,
楊孟樺, 萬祥麟, 詹詠絮, 蔡欣怡, 黎
蕾, 羅仕錡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76-2 (平裝) NT$850
1.輸血醫學 415.652
孩子怎樣也講不聽,原因出在腎上腺
疲勞 / 本間良子, 本間龍介著 ; 胡慧
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528-97-9 (平裝)
NT$320
1.腎上腺疾病 2.慢性疲勞症候群 3.
育兒 415.664
糖尿病協會二十週年專刊 / 林宏達
編著 .-- 臺北市 : 臺灣糖尿病協會,
109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588-4-7 (平裝)
1.糖尿病 2.文集 415.66807
不「藥」而癒!完全根治乾癬、濕疹、
異位性皮膚炎 / 約翰 O. A.帕加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10912 .-- 336 面; 23 公分 .-- (真
健康 ; 67) .-- ISBN 978-957-9314-84-8
(平裝)

1.皮膚炎 2.食療

415.7

血液淨化技術實踐手冊 / 蔡佳璋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蔡 佳 璋 ,
11001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1-4 (平裝)
1.血液透析 2.透析治療 415.8162
攝護腺癌診治照護全書 / 簡邦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Dr. Me 健康系列 ; 169) .-ISBN 978-986-99456-9-1 ( 平 裝 )
NT$450
1.前列腺疾病 415.87
中風復健這樣做,提升生活好品質! /
職能治療師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Dr.Me 系列 ; HD0181) .-- ISBN 978986-99816-0-6 (平裝) NT$500
1.腦中風 2.職能治療 3.健康照護
415.922
奇蹟 / 泰勒(Jill Bolte Taylor)著 ; 楊玉
齡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S01A) .-ISBN 978-986-525-010-2 ( 平 裝 )
NT$400
1.泰勒(Taylor, Jill Bolte, 1959- ) 2.傳
記 3.腦中風 4.美國 415.922
愛奶奶,憶起趣 / 張淑卿主編 .-- 臺北
市 : 中華民國老人 福利推動聯盟,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553-8-0 (精裝)
1.老年失智症 2.通俗作品 415.9341
翻轉你認為的罕見疾病 : 免疫系統
疾病(MS) / 梁籽精著 .-- 初版 .-- 新竹
市 : 梁籽精,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5-1 ( 平 裝 )
NT$220
1.多發性硬化症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5.935
實證疼痛臨床照護指引 =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pain
management / 方素瓔等作 ; 陳可欣等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考科藍臺
灣研究中心, 10911 .-- 1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867-1-0 (平裝)
NT$350
1.疼痛醫學 2.健康照護 415.942
29

你瘋了 : 不正常很正常,「正常人」
哪裡出問題? / 曼弗烈.呂茲(Manfred
Lütz)著 ; 廖家絨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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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ISBN 978-986-235-885-6 (平裝)
NT$300
1.精神病學 2.精神疾病治療 3.心理
治療 415.95
發展多元、整合、友善、復元為導
向的社區精神病人照護體系 =
Developing a diverse, integrated, friendly,
and recovery oriente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are system / 論壇發展多元、整
合、友善、復元為導向的社區精神
病人照護體系委員會作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衛生福利部, 10912 .-- 19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75-0 (平裝)
NT$250
1.精神病患 2.社區式照護服務
415.95
貓頭鷹診所 : 心靈夜歸人的深夜食
堂 / 片上徹也著 ; 黃雅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37-0-7 (平裝) NT$320
1.精神醫學 2.心理治療 415.95
犯罪手法系列. 5, 認識司法精神醫學
/ 薇薇安.雀恩.許奈德曼(Vivian Chern
Shnaidman)著 ; 李淑伸譯 .-- 初版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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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59-4 (平裝) NT$480
1.司法精神醫學 2.通俗作品
415.9512
加太的青鳥 / 太陽奈克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5-9 (平裝) NT$450
1.精神分裂症 2.心理治療 415.983
思覺失調症完全手冊 : 給病患、家
屬及助人者的實用指南 / 福樂.托利
(E. Fuller Torrey)作 ; 丁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528 面; 21 公分 .-(SelfHelp ; 36) .-- ISBN 978-986-357196-4 (平裝) NT$650

1.精神分裂症 2.精神衛生學
415.983
肯納園. 2 : 雙老家園 / 肯納園社會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瓊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57-197-1 ( 平 裝 )
NT$36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415.988
學習 3D 立體透視胸部 X 光技巧 : 精
進你的判讀能力 / 吳蓉俐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
1100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0-3 (平裝)
1.胸腔外科 2.X 光檢查 3.放射線診斷
416.22
肺臟移植照護手冊 = Lung transplant
patient manual / 賴玉玫主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移植小組, 10911 .-- 8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35-3 (平裝)
NT$250
1.肺臟 2.器官移植 416.224
髖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 永井聰, 對馬
榮輝作 ; 黃品玟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1-1 (平裝) NT$900
1.骨盆 2.關節 3.膝 4.物理治療
416.617
派瑞的藏寶圖 : 視力保健繪本 / 張銘
峯文 ; 壘摳 Reiko 圖 .-- 臺北市 : 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 10912 .-- 24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407-3 (平裝) NT$243
1.眼科 2.視力保健 3.繪本 416.7
奧運金牌也在用的視覺訓練 : 用雙
手就能訓練視覺,每天一分鐘,讓你不
再看漏字、腦袋清晰、消除焦慮,還
能預防老花跟腦衰退。 / 北出勝也
著 ;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8-28-5 (平裝)
NT$340
1.眼科 2.視力保健 3.健康法 416.7
成功的方程式 : 圖解!使用牙周手術
治療牙齦下齲齒的治療步驟 / 水野
秀治, 小谷洋平, 筒井佑著 ; 王浩庭
譯 .-- 第 1 版 .-- 臺中市 : 白色牙材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162-3-6 (平裝)

1.蛀牙 2.口腔疾病

416.942

元氣小子 Vita 整潔比賽. 潔牙篇 / 歐
淑媛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惟
生醫學文教基金會,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0-4-3 (平裝)
1.口腔衛生 2.衛生教育 3.繪本
416.9951
診間裡的女人. 2 : 不再害怕失去,婦
產科女醫師陪妳找尋被遺忘的自己 /
林靜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02-0-6 (平裝)
NT$380
1.婦產科 2.通俗作品 417
我也曾經不勇敢 : 解密精準醫療,個
人化抗癌新趨勢 / 財團法人台灣癌
症基金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18-95 (平裝) NT$280
1.癌症 2.治療學 417.8
與癌同行!絕處逢生的療癒現場 : 笑
淚交織又充滿希望!那些病患、過來
人、家屬、醫護一起走過的抗癌重
生之路 / 陳明豐, 彭遠作 .-- 初版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3 公分 .-- (Joyful Life ;
11) .-- ISBN 978-986-99409-7-9 (平裝)
NT$450
1.癌症 2.認知治療法 417.8
藥物的科學知識 : 藥物的機制及新
藥的研發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曾
文媛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22) .-ISBN 978-986-461-230-7 ( 平 裝 )
NT$500
1.藥學 2.醫學 418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 Therapeutic hand
book of common drugs / 陳長安編著 .- 第 54 版 .-- 臺北市 : 全國藥品年鑑
雜誌社, 11001 .-- 180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6487-3-8 ( 精 裝 )
NT$1500
1.藥物治療 2.手冊 418.026
異時共生 : 抗老血漿置換術 / 潘扶適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6-5 ( 平 裝 )
NT$500
1.血清療法 2.老化 4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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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養生果乾水 : 健康 X 排毒 X 長
壽 X 美肌 X 暖身,一天 500ml 一次擁
有 / 楊高木祐子著 ; 伊之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三采
健康館 ; 151) .-- ISBN 978-957-658466-4 (平裝) NT$380
1.食療 2.乾燥果實 3.飲料 418.915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4, 物理因子治
療學(電療、熱療學) / 吳育儒, 陳世
銘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11-1 (平裝)
NT$350
1.電療法 2.熱療法 3.物理治療
418.9324
科學.醫學.哲學的頌缽冥想 : 世界上
最有用的入睡神器 世界上最有效的
冥想用具 = The book of singing bowl:
scientific therapeutic philosophic / 宸甄
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賴 怡 君 ,
10912 .-- 20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5-9 (平裝) NT$520
1.心靈療法 2.缽 418.98
人本存在 : 年長者與照顧者藝術治
療 / 吳明富, 呂冠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5-5 (平裝) NT$450
1.藝術治療 2.老人養護 418.986
日常水晶儀式 / 娜哈.阿瑪迪作 ; 亞瑟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2-01-3 (平裝)
NT$420
1.另類療法 2.水晶 3.能量 418.995
水晶大師 333 : 天地合一的神聖啟蒙
力 量 / 阿 蓮 娜 . 菲 雀 爾 德 (Alana
Fairchild)著 ;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心靈成長系列 ; 223225) .-- ISBN 978-986-99716-1-4 (第 1
冊 : 平 裝 ) NT$560 .-- ISBN 978-98699716-2-1 (第 2 冊:平裝) NT$440 .-ISBN 978-986-99716-3-8 (全套:平裝)
1.另類療法 2.水晶 3.能量 418.995
精油芳療全圖解 / 王慎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0-1 (平裝)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精油療癒力 : 舒緩炎症、振奮情緒、
預防自體免疫疾病、帶來全方位好
心情 / 艾瑞克.齊林斯基著 ; 鄭百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
分 .-- (健康樹 ; 151) .-- ISBN 978-986507-234-6 (平裝) NT$45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親子情緒芳療 : 用 100 種精油配方陪
你和孩子穿越情緒風暴,傳達愛的能
量 / 萊絲莉.摩登諾爾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活 ; 44) .-- ISBN
978-986-99154-8-9 (平裝) NT$3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3.情緒管理
418.995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 2020 / 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 .-新北市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 10911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274-8-5 (平裝)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療科技 3.個案
研究 419.2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
癌中心醫院三十周年慶特刊 / 醫務
長室編輯 .-- [臺北市] : 醫療財團法人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10912 .-- 11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49-6-4 (平
裝)
1.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419.333
與苦難同行 / 郭漢崇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671-8-4 (平裝)
NT$480
1.醫病關係 2.通俗作品 419.47
護理台語 = Learn nursing in Taiwanese
/ 張嘉讌著 .-- 新北市 : 台灣母語工作
室, 110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261-3-8 (平裝) NT$500
1.護理教育 2.臺語 419.63
不完美的我,照顧生病的你 : 在生與
死共存的加護病房裡,告訴自己「不
要被打倒,也不要麻木」 / 李蓏昀著 ;
曾晏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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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72 面;
19 公分 .-- (野人家 ; 208) .-- ISBN 978986-384-466-2 (平裝)

1.護理師 2.加護病房護理 3.通俗作
品 419.652
以滿意度調查導入長期照顧服務品
質提升與人才培育之技術報告 / 陳
亮汝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0911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10-4 (平裝)
NT$260
1.長期照護 2.照護品質 419.71
照顧者達人 : 照顧者手冊 : 減輕壓力
保有健康 / Kate Lorig 等作 ; 林昱宏
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1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7-160-7 (平裝)
NT$450
1.長期照護 2.照護服務員 3.手冊
419.71026
內外科護理技術 / 翁淑娟, 黃嫦芳, 程
紋貞, 林麗味, 趙淑美, 張怡娟, 羅靜
婷, 楊文琪, 胡綾真, 蔡家梅編著 .-- 第
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5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80-0 (平裝)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家政
不丟東西的整理術 : 徹底顛覆斷捨
離!放不掉的記憶與情感,終於也可以
井然有序! / 米田瑪麗娜著 ; 羅淑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94-90-0 (平裝)
NT$360
1.家政 2.家庭佈置 420
小資材 DIY 我的風格家具 : 輕工業
風 x 木作 x 雜貨 / Come home!編輯部
編著 ; 楊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96 面; 30 公
分 .-- (手作良品 ; 95) .-- ISBN 978-9867627-30-8 (平裝) NT$380
1.家具製造 2.工藝美術 3.家庭佈置
422.3
老屋學校 / 2019 老屋學校講師群, 蕭
亦芝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10911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5730236-5-4 (平裝) NT$520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室內設計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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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Fashion / 楊宜昌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0911 .-- 61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833 (平裝)
1.服裝設計 2.造型藝術 3.流行文化
4.作品集 423.2
立體裁剪實務 / 馮家慧, 顏仲汝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1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761-0-7 (下冊:平裝)
1.服裝設計 423.2
四週練出一身肌 : 733 種絕對有效的
練肌燃脂方法 / 亞當.坎貝爾(Adam
Campbell)著 ; 章晉唯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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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4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986-359-850-3 ( 平 裝 )
NT$630
1.塑身 2.健身運動 3.男性 425.2
蠟膜美容與淨毛 = Wax beauty and
hair removal / 趙涵儒, 陳盈汝作 .-- 高
雄市 :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有限公司,
11001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178-4-3 (平裝) NT$280
1.皮膚美容學 425.3
美顏. IV / 王淑珍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588-6-8 (平裝)
1.化粧術 425.4
解碼頭皮生態力 : 超前掌控關鍵 5%
的不老源「頭」 : 頂尖細胞專家黃
琇琴博士教你:終結敏弱、油落、禿
白 髮界迷思三部曲 / 黃琇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方青出版國際有限
公司,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09-1-6 (平裝) NT$380
1.毛髮 2.毛髮疾病 3.健康法 425.5
髮型梳理 / 宋英姬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152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家政群 .-- ISBN 978-986-98837-5-7
(下冊:平裝)
1.髮型 425.5
皮膚美容醫學 / 何黎, 劉瑋主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
11001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9-7 (平裝)
1.美容手術 2.整形外科 3.皮膚美容
學 425.7

魔法少女的秘密工房 : 變身用具和
魔法小物的製作法 / 魔法用具煉成
所著 ; 葉凱翎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76 (平裝) NT$460
1.手工藝 2.工藝美術 426
我的旅繡時光 : 跟著 IG 人氣刺繡師
一起走跳世界,用針線紀錄美好異國
風情 / 金賢貞作 ; 王路甯譯 .-- 新北
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6 公分 .-- (玩風格 ; 44) .-ISBN 978-986-99728-1-9 (平裝)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自然優雅.手織の麻繩手提袋&肩背
包 / 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 彭小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0912 .-- 96 面; 26 公分 .-- (樂‧
鉤織 ; 18) .-- ISBN 978-957-9623-61-2
(平裝) NT$350
1.編織 2.手提袋 426.4
手作成詩,原浩美の花朵拼布圖鑑 :
來自北海道的美麗貼布縫拼布創作
集 / 原浩美著 ; 駱美湘譯 .-- 二版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拼布美學 ;
38) .-- ISBN 978-986-302-563-4 (平裝)
NT$450
1.拼布藝術 2.縫紉 3.手提袋 426.7
好穿搭!我的減壓手作隨身包 27 選 /
後藤麻美著 ; 楊淑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2 .-- 80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41) .-- ISBN 978-986-302-562-7 (平裝)
NT$38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庫 / 劉瑋如, 王鉦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061-9-7 (平裝) NT$480
1.烹飪 2.素食食譜 3.考試指南 427

/ 主婦之友社編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3-1 (平裝)
1.食譜 2.減重 427.1

秒懂!廚藝祕訣超圖解 : 700 則美味的
關鍵祕訣,超強剖面透視圖解,瞬間提
升你的廚藝 / 亞瑟.凱納(Arthur Le
Caisne) 著 ; 亞 尼 斯 . 瓦 盧 西 克 斯
(Yannis Varoutsikos)繪 ; 林惠敏譯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14-7 (平裝)
NT$599
1.烹飪 2.食譜 427

料理家.營養師教你選對食材,輕鬆提
升免疫力 : Best 料理 100 道 / 金丸絵
里加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48 (平裝)
1.食譜 2.健康飲食 3.免疫力 427.1

Mei 味期限 : 家裡就是米其林 / Mei
邱馨葦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3-8 (平裝)
1.食譜 427.1
一鍋搞定三餐 / 角田真秀著 ; 李惠芬,
朱以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
分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樂活 ; 10) .-- ISBN 978-98699621-3-1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日日餐桌 : 120 道常備菜.早午餐.今
日特餐.韓式小菜.單盤料理.療癒料
理.聚餐料理,天天都是下廚好日子 /
洪抒佑著 ; 林芳伃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29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4-5-1 (平裝)
NT$480
1.食譜 427.1

都會型男休閒包 / [藝風堂出版社]編
輯部編企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出版社, 10911 .-- 12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8933-5-0 (平裝)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咖啡入菜 / 橫山千尋作 ; 黃美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61-3 ( 平 裝 )
NT$580
1.食譜 2.咖啡 427.1

從零開始的創意小物 : 小織女的 DIY
迷你織布機 / 蔭山はるみ著 ; 彭小玲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57) .-- ISBN 978-986-302570-2 (平裝) NT$420
1.手工藝 2.編織 426.7

屋底下的廚房 : 主廚 Woody 的療癒
食譜 90 道,今日一人食也幸福! / 邱俊
諺(Woody)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
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067-4 (平
裝) NT$360
1.食譜 427.1

中餐素食證照教室 : 素食丙級技術
士技能檢定術科實作&學科滿分題

高蛋白增肌減重料理 151 : 醫學博士
監修!6 大食材特調,均衡好吃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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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後快速料理 / Amy, 好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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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36-34-3 ( 平 裝 )
NT$480
1.食譜 2.塑身 427.1
養生暖湯 38 品 : 對症喝湯!養胃 x 美
肌 x 提升免疫力 / 山田奈美著 ; 安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88 面; 20X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56-2 (平裝)
1.食譜 2.湯 427.1
懶惰鬼的幸福早餐 / 大野正人文 ; 小
田真規子料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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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35-0 (平
裝) NT$350
1.食譜 427.1
懷舊餐桌!走入 60 間廚房學做家傳
菜 : 從日常飯食到經典佳餚,全球最
大食譜網站 Cookpad 教你輕鬆煮出
懷念古早味 / Cookpad 著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日日
好食 ; 21) .-- ISBN 978-986-248-929-1
(平裝) NT$350
1.食譜 427.1
2 種材料就能做的懶人甜點 / てぬキ
ッチン著 ; 高秋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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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1-946-8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技能檢定 / 王
景茹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4-9 (平裝)

1.點心食譜 2.烹飪 3.考試指南
427.16
*看圖學甜點 : 烘焙技巧自學全書 /
梅蘭妮. 杜普(Mélanie Dupuis), 安.卡
佐(Anne Cazor)著 ; 亞尼斯.瓦胡奇科
斯(Yannis Varoutsikos)插圖 ; 韓書妍
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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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6 公分 .-- (五味坊 ; 79) .-- ISBN 978986-459-254-8 (平裝) NT$880
1.點心食譜 427.16
修道院手作甜點 : 零技巧 x 無添加!
西班牙修女代代相傳,50 道樸實又療
癒的美味配方 / 丸山久美著 ; 邱喜麗
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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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04 面;
26 公分 .-- 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459-256-2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終極美味麵包圖鑑 / 金子健一作 ; 胡
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4 公分 .-- (Joy cooking) .-- ISBN 978986-6210-75-4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無蛋奶麵粉!第一次就烤出香綿生米
麵包 / Leto 史織(リト史織)作 ; 沈俊
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01-453-8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超鬆軟濕潤戚風蛋糕 37 款 : 沒預約
就買不到的人氣甜點名店祕傳 / 中
山真由美著 ; 黃嫣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2-2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微奢華的焦糖甜點 / 李湘庭, 陳君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滋味館 ; 90) .-- ISBN 978-986-980416-5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磅蛋糕(剖面全圖解) : 繽紛多彩!傳
統法式烘培 X 絕美韓系裝飾,運用 3
種經典混合技法,在家做出 23 款創意
口味 / 張恩英作 ; 余映萱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
司, 1100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478-6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427.16
糖果 X 甜點的手作日常 : 馬卡龍、
軟糖、棉花糖、米香等甜品配方大
公開 / Even(林憶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73-5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427.16
「超簡單餐盤 x 零失敗便當」新手
也能輕鬆煮 / 酸酸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36 面; 26 公分 .-- (Kitchen
blog ; K18) .-- ISBN 978-986-6210-74-7
(平裝) NT$320
1.食譜 427.17
*Staub 鑄鐵鍋料理全書 : 原汁原味肉
料理不失敗 / 大橋由香作 ; Allen Hsu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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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24 面; 23 公分 .-(滿足館 Appetite ; 60) .-- ISBN 978986-5536-30-5 (平裝) NT$380
1.肉類食譜 427.2

三高,全球最受矚目的植物飲食! / 金.
盧茲(Kim Lutz)著 ; 謝孟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071-4-9 ( 平 裝 )
NT$380
1.素食食譜 2.健康飲食 427.3
雜糧料理大賽 : 糧田吉品上菜啦! =
Grains cooking competition : dishes up! /
朱佩蘭責任主編 ; 劉旻璇插畫設計 .- 初版 .--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9-63-6 (精裝)
1.豆菽類 2.禾穀 3.食譜 427.3
豪媽天然全植物料理書 / 邱惠雪(豪
媽)作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邱惠
雪, 10910 .-- 197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5-0 (平裝)
1.素食食譜 2.健康飲食 427.31
豆類飲食寶典 : 全方位植物性蛋白
質料理終極指南 / 喬.尤南(Joe Yonan)
著 ; 賴孟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
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4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071-3-2 (平裝) NT$599
1.豆菽類 2.食譜 427.33

銀座名店 Mardi Gras : 牛肉料理神髓
技法 / 和知徹作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60-6 (平裝) NT$580
1.肉類食譜 2.烹飪 427.212

給文青的 9 堂咖啡入門課 / 篠崎好治
作 ;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7-4 (平裝) NT$320
1.咖啡 427.42

*Staub 鑄鐵鍋料理全書 : 澎派海鮮料
理不失敗 / 大橋由香作 ; Allen Hsu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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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24 面; 23 公分 .-(滿足館 Appetite ; 61) .-- ISBN 978986-5536-31-2 (平裝) NT$380
1.海鮮食譜 427.25

香草&香料聖經 / 伊恩.漢菲爾(Ian
Hemphill) 著 ; 凱 特 . 漢 菲 爾 (Kate
Hemphill)食譜設計 ; 陳芳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808 面; 26
公分 .-- (Family 健康飲食 ; 46) .-ISBN 978-986-99456-8-4 ( 精 裝 )
NT$2000
1.香料 2.調味品 3.食譜 427.61

*Staub 鑄鐵鍋料理全書 : 新鮮蔬菜料
理不失敗 / 大橋由香作 ; Allen Hsu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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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124 面; 23 公分 .-(滿足館 Appetite ; 62) .-- ISBN 978986-5536-32-9 (平裝) NT$380
1.蔬菜食譜 427.3
超級穀物燕麥奶.無蛋奶全植物料理
100+ : 補鈣抗老 X 穩定血糖 X 低卡
減重 X 改善腸胃 X 低脂去敏 X 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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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歲育兒全指南 : 擺脫窮緊張、乾
著急,從容迎接孩子的成長爆發期! /
小西行郎, 小西薫著 ; 陳姵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08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511-576-0 (平裝)
1.育兒 428
心理師媽咪的腹內話 / 林世媛著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

司,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46-6 (平裝) NT$350
1.育兒 428
Smart Start 聰明寶寶從五感律動開始 :
運動幫助孩子聰明學習、贏在起跑
點 / 瑪格麗特.薩塞(Margaret Sassé)文 ;
喬治.麥凱爾(Georges McKail)圖 ; 謝
維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917-3 (平
裝) NT$320
1.律動 2.感覺統合訓練 3.親子遊戲
428.6
不再秒崩潰!不大吼大叫的淡定教養
法 / 吳蕙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
色文化,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健康樹 ; 61) .-- ISBN 978-986-998520-8 (平裝) NT$400
1.育兒 2.親子關係 3.親職教育
428.8
家醫 : 守護你健康的好鄰居 / 陳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85-4 (平裝) NT$320
1.家庭醫學 2.保健常識 429
居家照護全書(完全圖解) : 日常起居.
飲食調理.心理建設.長照資源.疾病
護理.失智對策,第一本寫給照顧者的
全方位實用指南 / 金田由美子, 東田
勉編著 ; 蘇暐婷, 游韻馨, 蔡麗蓉, 周
若珍譯 .-- 再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12 面;
26 公分 .-- (健康樹 ; 153) .-- ISBN 978986-507-244-5 (平裝) NT$750
1.居家照護服務 2.家庭護理 3.老人
養護 429.5

農業
我在南方看見有機 / 侯千絹, 徐清銘
撰文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南區分署, 10912 .-- 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49-68-1 (平裝)
NT$200
1.有機農業 2.農業經營 430.13
*黑旋風之下的農業白色革命 / 吳睿
保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博毓食農教
育學園, 10911 .-- 188 面; 21 公分 .-(吳睿保的農業世界 ; 1) .-- ISBN 978986-96493-8-4 (平裝) NT$680
1.有機農業 430.13

漁農共生系統之開發與應用 =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ed
agriculture-aquaculture
systems / 王志瑋等著 ; 楊順德, 何源
興主編 .-- 基隆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產試驗所, 10912 .-- 84 面; 30 公
分 .-- (水產試驗所特刊 ; 第 29 號) .-ISBN 978-986-5449-59-9 ( 平 裝 )
NT$200
1.有機農業 2.栽培 3.蔬菜 4.養魚
430.13
大嵙崁物件講故事 : 食安文化故事 /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編著 .-桃園市 :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
會, 10911 .-- 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968-5-8 (平裝)
1.永續農業 2.環境保護 3.文集
430.1307
幸福好食光 / 溫冠鈞, 謝宜成, 戴琳秢
圖 ; 諶玉惠, 洪慧淳文 .-- 初版 .-- 臺
中市 :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
10911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33-1 (精裝)
1.農村教育 2.通俗作品 430.31
*自蓬萊仙島至植物方舟. 2020 : 談友
善農耕、地方遺傳資源維護及應用
研討會專刊 / 安志豪等編輯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華種苗學
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
場, 10911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881-9-1 (平裝) NT$250
1.永續農業 2.有機農業 3.植物遺傳
學 4.文集 430.7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館成
果專刊. 2020 = Sustainability /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11 .-- 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52-0 (平裝)
NT$300
1.農業經營 2.技術發展 3.文集
431.207
健康中國養生園區、服務創新與體
驗模式之研究 : 以四川都江堰身心
靈養生農莊為案例探討 = Research on
healthy China health park,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xperience model : a case
study of Dujiangyan Body and Soul
Health Farm / 張素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人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10911 .-- 143 面; 21 公分 .-- (瑞士歐洲
大 學 管 理 叢 書 ) .-- ISBN 978-98699437-1-0 (精裝)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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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經營 2.個案研究 3.中國
431.23
*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 / 行政院農
復會編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
版社,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14-338-0 (全套:平裝) NT$2800
1.農村 2.田野工作 3.中國 431.4
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
關前之經驗傳承 / 蘇俊霖總編纂 .-第一版 .-- 高雄市 : 臺灣高雄農田水
利會, 10911 .-- 6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67-4 (精裝)
1.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 431.53
水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
報告. 108 年度 / 呂惠鈴, 徐慈鴻, 黃
慶文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農 業藥 物毒物 試驗所 ,
10911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57-5 (平裝) NT$450
1.農藥 2.檢驗 3.水果 433.73
蔬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
報告. 108 年度 / 呂惠鈴, 徐慈鴻, 黃
慶文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農 業藥 物毒物 試驗所 ,
10911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56-8 (平裝) NT$550
1.農藥 2.檢驗 3.蔬菜 433.73
新編臺灣雜糧作物. 一, 雜糧作物的
特性 / 費工信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豐年社發行, 10911 .-- 5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90-0-9 (精
裝)
1.農作物 2.臺灣 434.1
新編臺灣雜糧作物. 二, 雜糧作物的
機能性成分與加工利用 / 費工信總
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雜糧
發展基金會出版 : 財團法人豐年社
發行, 10911 .-- 3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90-1-6 (精裝)
1.農作物 2.臺灣 434.1
豆陣來企淘 / 王純敏等撰稿 .-- 臺北
市 : 社團法人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
籌管理學會, 10912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8254-7-5 (平裝)
NT$350
1.大豆 2.農作物 3.栽培 434.121
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1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358-8 ( 平 裝 )
NT$350
1.木本植物 2.栽培 3.茶葉
434.181/7
茶園病蟲害草害整合管理施行指引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59-5 ( 平 裝 )
NT$350
1.茶葉 2.栽培 3.植物病蟲害
434.181/8
超圖解堆肥、綠肥的基礎知識&實
用製作法 : 簡單製作堆肥,打造最安
心的健康菜園 / 後藤逸男著 ; 張華英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152 面; 23 公分 .-- (知
的農學 ; 3) .-- ISBN 978-986-5529-91-8
(平裝) NT$350
1.肥料 2.植物 434.231
台 灣 蔗 作 農 機 發 展 史 = The
development of sugarcane farming
machinery in Taiwan / 台灣蔗作農機發
展史編輯小組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灣糖業協會出版 : 財團法人豐
年社發行, 10911 .-- 2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29656-1-0 (精裝)
1.農業機械 2.農機具 3.甘蔗 4.歷史 5.
臺灣 434.251
穿越鄉土 尋訪埤塘 = Exploring rural
pon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莊孟憲
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曾文社區大
學, 10911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02-0-3 (平裝) NT$420
1.農業水利 2.水利工程 3.歷史 4.臺
灣 434.257
來種花吧! / 珍.佛斯特(Jane Foster)作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363-9 (精裝)
1.園藝學 2.通俗作品 3.繪本 435
健康園藝學 / 張育森, 吳俊偉, 雷家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0-1 (平裝)
NT$380
1.園藝學 435
芋栽培管理及種植機械應用技術 /
錢昌聖, 陳裕星, 李紅曦主編 .-- 第一
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0912 .-- 54
面; 19X20 公分 .-- (臺中區農業技術
專刊 ; 201 期) .-- ISBN 978-986-544955-1 (平裝) NT$100
1.芋 2.栽培 435.28
北部地區綠竹產業發展研討會 / 莊
浚釗, 王斐能, 許龍欣編 .-- 第一版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 10911 .-- 130 面; 26 公
分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特刊 ; 第 56 號) .-- ISBN 978986-5449-58-2 (平裝) NT$300
1.竹 2.栽培 3.產業發展 4.文集
435.2807
中部地區重要果樹因應氣候變遷栽
培管理調適措施 / 吳庭嘉等主編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鄉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0912 .- 66 面; 19X20 公分 .-- (臺中區農業技
術專刊 ; 第 202 期) .-- ISBN 978-9865449-65-0 (平裝) NT$100
1.果樹類 2.栽培 3.氣候變遷 4.文集
435.307
草莓研發成果與產業應用研討會專
輯 . 2021 = Proceedings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Strawberry. 2021 / 吳岱
融, 朱盛祺, 呂秀英主編 .-- 第一版 .-苗栗縣公館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11001 .-- 100 面;
26 公分 .--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第 5 號) .-- ISBN 978-986-5449-76-6 (平
裝) NT$250
1.草莓 2.栽培 3.產業發展 4.文集
435.31407
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理行事
曆. 2021 年 / 呂明雄, 李堂察, 楊秀珠
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
學, 10912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50-2-6 (平裝) NT$150
1.柑橘類 2.栽培 3.樹木病蟲害
435.322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50 週年紀
念 特 刊 =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 邱祝櫻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九如鄉 : 財團法人臺灣香蕉研
究所, 10911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9171-2-4 (平裝) NT$200
1.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435.32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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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植物的完美養成攻略 / 鸖岡秀
明等作 ; 林芷柔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0-4 (平裝) NT$350
1.多肉植物 2.栽培 435.48
景觀. 2020-II = Landscape / 佘詩婷執
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景觀學
會, 10912 .-- 13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092-7-5 (平裝) NT$360
1.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景觀工程設
計 435.7064
六龜 : 山的故事 / 吳憶萍, 林文智, 曾
冠蓉, 張心怡, 黃姝妍編輯 ; 吳憶萍手
繪 .-- 初版 .-- 屏東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49-61-2 (全套:
平裝)
1.林業 2.歷史 3.高雄市六龜區
436.0933
誰在森林 long stay?仔細聆聽、用心
觀察,看生態學家如何解讀森林密碼
/ 孫義方, 林宜靜, 江智民, 張楊家豪,
陳毓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12 .-- 1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0-4 (平
裝) NT$250
1.森林生態學 2.環境教育 436.12
牧場實習. 中小型家畜篇 / 白火城等
編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4 面; 23
公分 .-- (TechMore) .-- ISBN 978-95719-3241-5 (平裝)
1.畜牧學 437
臺 灣家 畜保 險一 甲子 = Taiwan 60
years livestock insurance / 施佳宏編著 ;
許桂森, 陳中興, 施佳宏, 謝南雄, 林
進田, 張俊成, 廖慶雄, 鄭清義, 許憲
聰, 陳榮祥口述歷史 ; 江詩筑口述撰
寫 .-- 臺中市 : 中華民國農會, 10912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446-1-0 (平裝) NT$600 .-- ISBN 978986-95446-2-7 (精裝) NT$1000
1.家畜管理 2.保險 437
犬貓呼吸醫學 / Lynelle R. Johnson 原
著 ; 羅億禎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9-1 (精
裝)
1.獸醫學 2.呼吸道疾病 3.犬 4.貓
437.255

寵物臨終服務與生死關懷 = End-oflife care and services for pets / 張泮崇,
李玉嬋, 王別玄, 葉佐倫, 黃偉琳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華
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9-1 (平
裝)
1.寵物飼養 2.生命終期照護 3.殯葬
業 437.3
開始幫狗狗按摩吧! / 山田理子監修 ;
小陸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102) .-- ISBN 978-986-552988-8 (平裝) NT$350
1.犬 2.寵物飼養 437.354
*繽紛金魚事典 = Goldfish / Aqua Net
編著 ; Aqua Net, Pisces, 周旭明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展新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翊鑫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0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67-4-1 ( 精 裝 )
NT$380
1.魚 2.養魚 3.動物圖鑑 438.667025

工程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 微積分
與微分方程式 / 林振義著 .-- 三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73-1 (平裝) NT$220
1.工程數學 440.11
動力大應用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
稿 ; 劉建志漫畫繪製 .-- 四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36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338-374-1 ( 精 裝 )
NT$380
1.應用動力學 2.通俗作品 440.133
人因工程過關寶典 / 劉永宏編著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61-6 (平裝)
1.人體工學 440.19
解構兩岸知識產權證券化 : 法律實
踐及其潛在挑戰 / 費暘, 范建得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7-5 (平裝) NT$300
1.專利法規 2.智慧財產權 3.資產證
券化 4.論述分析 440.61

奈米科技概論 / 盧永坤, 趙宇強著 .-二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001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9-4 (平裝)
1.奈米技術 440.7
測量學 : 21 世紀觀點 / 葉怡成編著 .- 5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2-30-8 (平裝)
1.測量學 440.9
大地工程學. 一, 土壤力學篇 / 施國欽
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施國欽發
行 : 文笙總經銷, 10912 .-- 6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7-5 (平裝)
NT$630
1.土壤力學 441.12
土壤力學了沒 / 歐陽編著 .-- 修訂二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99-4 (平裝) NT$680
1.土壤力學 441.12
第十七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 建
築+包容+生活 : 2020 第 49 屆建築師
節慶祝大會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全
國建築師公會, 10912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9226-47-9 (平裝)
NT$300
1.建築 2.文集 441.307
營建交響詩 :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的故事 / 王俊雄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28-1-4 (精裝) NT$780
1.建築工程 2.文集 441.307
屏東縣歷史建築鵝鑾鼻燈塔修復及
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 1 期 / 楊
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版 .-臺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109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421 (平裝) NT$1000
1.燈塔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屏東縣 441.41
高雄市歷史建築「玫瑰聖母堂」修
復及再利用計畫 / 陳啟仁計畫主持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3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8-0 (平裝) NT$450
1.教堂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高雄市 441.41
國定古蹟東犬燈塔(東莒島燈塔)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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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109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7-1 (平裝) NT$1000
1.燈塔 2.古蹟修護 3.福建省連江縣
441.41
國定古蹟東湧燈塔(東引島燈塔)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 1 期
/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109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8-8 (平裝) NT$1000
1.燈塔 2.古蹟修護 3.福建省連江縣
441.41
基隆市市定古蹟彭佳嶼燈塔修復及
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 1 期 / 楊
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版 .-臺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109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995 (平裝) NT$1000
1.燈塔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基隆市 441.41
雲林縣縣定古蹟北港鎮安宮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陳拓男計
畫主持 ; 陳拓男, 林宜君, 孫仁鍵, 卓
雯雯, 黃棟群, 林奕安, 黃韻如, 陳建
宇, 楊舒媛研究撰稿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79-1 (平裝)
NT$1000
1.廟宇建築 2.古蹟修護 3.雲林縣
441.41
臺東縣歷史建築綠島燈塔修復及再
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 1 期 / 楊仁
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航港局, 10911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0-8 (平
裝) NT$1000
1.燈塔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東縣 441.41
臺南市美術館 : 市定古蹟原臺南警
察署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郭俊沛
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5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58 (平裝)
1.公立美術館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
修護 4.臺南市 441.414
繽紛樂齡 :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二輯
/ 真識團隊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7-0 (精裝) NT$780
1.房屋建築 2.安養機構 3.高齡化社
會 441.434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132-9 (平裝) NT$120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441.553

「基隆市歷史建築陽明海運」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徐裕健
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基隆市 : 基隆
市文化局, 10911 .-- 4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7-18-5 (平裝)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基隆市 441.45

高雄市市定古蹟「左營廍後薛家古
厝」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林世超計
畫主持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 10911 .-- 6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00-1 (平裝) NT$700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高雄市 441.59

高雄安心宅手冊 / 高雄市政府編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高 雄 市 政 府 ,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5-01-8 (平裝) NT$380
1.房屋建築 2.高雄市 441.5

高雄市歷史建築「原臺灣總督府交
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平和町官舍群」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陳啟仁計畫主
持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4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9-7 (平裝) NT$55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高雄市 441.595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
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 / 李秉穎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0911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05612-2 (平裝) NT$470
1.施工管理 2.室內設計 3.問題集
441.52022
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士應試教科書 /
江哲銘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社
團法人臺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10911 .-- 2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712-3-5 (平裝) NT$1680
1.建築材料 2.建築 3.診斷研究法
441.53
混材設計大全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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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2 公分 .- (Material ; 14) .-- ISBN 978-986-408646-7 (平裝) NT$550
1.建築材料 441.53
3D 圖解裝修木作常用施工大樣 / 鐘
仁澤, 鐘友待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鐘友待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總經
銷, 10912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17-7 (平裝) NT$150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3.室內設計
441.553
重木構架法 : 從 0 到完成,徹底解構
北美「柱樑式構架」設計、細部與
施 工 作 業 流 程 / 威 爾 . 畢 莫 (Will
Beemer)著 ; 張正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歷史建築原竹園町臺南州職員宿舍
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陳柏宏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 10911 .-- 5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0-77-1 (平裝)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新北市市定古蹟三芝三板橋修復或
再利用計畫 / 張震鐘計畫主持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09-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00
1.橋樑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新北市三芝區 441.8
臺北市山坡地邊坡整治實務 : 以士
林區至善路三段 169 巷後方邊坡崩
塌復建工程為例 /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大地工程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0912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8-0 (平裝)
1.公路工程 2.山坡地 3.地層下陷 4.
臺北市 442.1
鐵路模型組裝指南 / 片木裕一作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4-3 ( 平 裝 )
NT$350
1.鐵路 2.鐵路車輛 3.模型 442.52
花蓮一般性海堤區域及重要聚落海
岸變遷監測調查. 109 年度 = Coa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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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monitoring survey of general
seawall areas and important settlements
in Hualien. 2020 /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編著 .-- 花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
第九河川局, 10912 .-- 6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04-7 (平裝附
光碟片) NT$1500
1.海岸工程 2.環境監測 443.3
大漢溪武嶺橋河段動態監測與河道
穩定策略工法 =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channel stability countermeasures of
Tahan River in the reach of Wuling
Bridge /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國立交通大學編著 .-- 新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10912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1-0 (平
裝) NT$1000
1.河川工程 443.6
秀姑巒溪水系風險評估報告 = Risk
assessment of the Xiuguluan River
drainage system / 喬聯技術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 花蓮市 : 經濟部水
利署第九河川局, 10912 .-- 7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01-6 (平裝
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2.環境規劃 443.6
花蓮溪水系(10 條主次支流)河川環
境管理規劃成果報告. (2/2) = Riv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of
Hualien river system (10 tributaries). (2/2)
/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花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912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8-9 (平裝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443.6
花蓮溪水系(10 條主次支流)河川環
境 管 理 規 劃 總 報 告 = Riv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of
Hualien river system (10 tributaries) / 以
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花
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912 .-- 4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9-6 (平裝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443.6
花蓮溪及秀姑巒溪等水系風險評估
總報告 = Risk assessment of the Hualien
and Xiuguluan River drainage system /
喬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花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10912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02-3 (平裝附光碟片)
1.河川工程 2.環境規劃 443.6

花 蓮 溪 水 系 風 險 評 估 報 告 = Risk
assessment of the Hualien River drainage
system / 喬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花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
河川局, 10912 .-- 7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3-103-0 (平裝附光碟
片)
1.河川工程 2.環境規劃 443.6
洪水預警服務支援及智慧防汛系統
研發應用. 109 年 =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lood warning service and
intelligent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in
2020 /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08-5 (平裝) NT$1200
1.防洪 2.決策支援系統 443.6
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段護城河
通水工程工作報告書 / 徐明福計畫
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912 .-- 69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65-03-2 ( 平 裝 )
NT$800
1.河川工程 2.景觀工程 3.高雄市左
營區 443.6
*馬佛溪河川生態廊道與國土綠網串
聯規劃. (1/2) = Strategic plan of MaFo
River ecological corridor and the
connection of 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1/2) /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花蓮市 : 經濟部水利署
第九河川局, 10912 .-- 5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06-1 (平裝附
光碟片)
1.河川工程 2.生態工法 3.棲息地 4.
地理資訊系統 443.6029
臺中海線地區地下水資源綜合評估
總報告 =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the coastal
regions of Taichung / 蘇苗彬計畫主
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 109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0-3 (平裝)
NT$700
1.地下水 2.水資源管理 3.臺中市
443.86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實作 / 張
在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1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6-4 (平裝) NT$150
1.航海安全設備 2.海難救助 3.無線
電通訊 444.6

智慧製造感測聯網與數據處理分析
技術 / 鄭志鈞等作 .-- 初版 .-- 嘉義縣
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先進工具機
研究中心, 109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5-7 (平裝)
1.數控工具機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
助製造 4.大數據 446.841029
數控技術 / 林聰德編著 .-- 四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5-9 (平裝) NT$320
1.數控工具機 446.841029
MasterCam 2021 輔助製造高手 / 周曉
龍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2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3-8 (平裝)
1.機械工程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46.89029
解開汽車的祕密 / 克里斯.奧克雷德
(Chris Oxlade),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 艾爾.比查(Aaron Blecha)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203-867-3 (精裝)
1.汽車 2.通俗作品 447.1
電動車輛動力系統設計與整合簡介 /
劉達全等編著 ; 陽毅平主編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8-5 (平裝)
1.電動車 2.汽車工程 447.21
噴射客機的製造與技術 : 認識噴射
客機的技術發展和製作流程,一窺製
造現場的技術細節與浩大工程。 /
青木謙知著 ; 盧宛瑜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24 面; 23 公分 .-- (知的! ; 75) .-- ISBN
978-986-5529-90-1 (平裝) NT$350
1.噴射機 447.75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
析 / 陳資文, 林明山, 謝宗良編著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2-7 (平裝)
1.變壓器 448.23
微電子工程專題成果發表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第十五屆 /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12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01-2-0 (平裝)
NT$300
38

1.微電子學 2.文集

448.607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2020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
工程研究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
立圖書有限公司, 10911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273-5 (平裝)
1.光電科學 2.通訊工程 3.文集
448.6807
工業控制 / 賴祐炯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00-7 (平裝) NT$480
1.自動控制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
VEX IQ 機器人基礎篇 : 進入 VEX
Robotics 的世界 / 周偉謨, 沈育如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科技有限
公司, 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1091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89-9-5 (平裝) NT$450
1.機器人 2.人工智慧 448.992
解開機器人的祕密 / 克里斯.奧克雷
德 (Chris Oxlade), 阿 妮 塔 . 加 奈 利
(Anita Ganeri) 文 ; 艾 爾. 比查 (Aaron
Blecha)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
克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8-0 (精裝)
1.機器人 2.通俗作品 448.992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彙編 / 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10912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46-4 (平裝) NT$100
1.核能 2.核能廢料 3.物料管理 4.法
規 449.023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用空間共享,讓生活環境更宜居 : 為
大眾全體福祉而生的社會性基礎設
施,如何幫我們扭轉不平等、政治極
化,及公民社會的頹勢? / 艾瑞克.克林
南柏格(Eric Klinenberg)著 ; 吳煒聲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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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ISBN 978986-235-883-2 (平裝) NT$380
1.基礎工程 2.都市計畫 445.1

都市更新裁判評析. 二 = Comments on
the judicial judgments of urban renewal.
II / 謝哲勝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台灣法學基金會叢書 ;
31) .-- ISBN 978-957-511-448-0 (平裝)
NT$320
1.都市更新 2.土地法規 3.論述分析
445.1023
高雄厝 3.0 健康建築宣導計畫成果宣
導 專 輯 . 2020 = Kaohsiung lohas
building results / 趙慶昇, 黃鈺純, 卓巧
雯, 吳薇儀, 林凱逯, 吳育賢撰稿 .-- 高
雄市 :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0912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6-6 (精裝) NT$400
1.綠建築 2.建築節能 3.公共宣導
445.133/131
創能經濟光電計畫. 109-111 年 : 推動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計畫成果專輯 /
江俊昌等撰稿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16-89-8 ( 精 裝 )
NT$400
1.市政工程 2.建築節能 3.高雄市
445.133/131
衛浴空間幸福之門 : 共生、友善、
健康 /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0912 .-- 256
面; 22 公分 .-- (衛浴文化叢書 ; 2) .-ISBN 978-957-705-614-6 ( 平 裝 )
NT$350
1.環境衛生 2.公共衛生 3.廁所 4.文
集 445.4607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 蘇宏仁等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7-7 (平裝)
1.環境教育 445.9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109 年 /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台
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台灣產
業服務基金會 d 民 109.11 .-- 4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2-7 (平
裝) NT$500
1.環境保護 2.職業衛生 3.文集
445.907
目測判煙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訓練教材 / 林淵淙, 李文智, 周明顯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103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26) .-- ISBN 978-986-5438-326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方法概論 : 空
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姚
永真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環 境保 護人員 訓練所 ,
10912 .-- 97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003-119) .-- ISBN 978-9865438-35-7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空污事件緊急應變作業 : 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李家麟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7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3) .-- ISBN 978-986-5438-31-9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災害
應變計畫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空污控制系統規劃選用
與試車驗收作用 : 空氣污染防制專
責人員訓練教材 / 邱三, 張君偉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87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1) .-- ISBN 978-986-5438-30-2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空污控制系統操作維護
作業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
教材 / 邱三, 張君偉編著 .-- 初版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
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75 面; 30 公
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2) .- ISBN 978-986-5438-33-3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許可申請與申報作業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鄺永銓, 宋國安, 陳辰菖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83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4) .-- ISBN 978-986-5438-36-4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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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放申報與空污費繳費
作業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
教材 / 黃旭岱, 黃怡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
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38 面; 30 公
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5) .- ISBN 978-986-5438-37-1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檢測作業 : 空
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王
怡敦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環 境保 護人員 訓練所 ,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003-120) .-- ISBN 978-9865438-29-6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周界污染物採樣與檢測方法簡介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鄭景智編著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34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15) .-- ISBN 978-986-5438-241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空氣污染防制概論 : 空氣污染防制
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余泰毅編著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11) .-- ISBN 978-986-5438-20-3 (平裝)
1.空氣汙染防制 2.環境教育 3.教材
445.92
空氣污染物集排氣技術簡介 : 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吳信
賢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68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籍 ; 003-112) .-- ISBN 978986-5438-19-7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氣狀污染物控制技術簡介 : 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吳信賢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28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14) .-- ISBN 978-986-5438-265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粒狀污染物控制技術簡介 : 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陳姿名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73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13) .-- ISBN 978-986-5438-272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異味產生源控制方法概論 : 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陳玉恭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65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18) .-- ISBN 978-986-5438-289 (平裝)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排放管道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
簡介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
教材 / 陳俊能, 簡聰文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
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98 面; 30 公
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5438-23-4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專責人員職掌與倫理 : 空氣污染防
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卓啟弘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65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10) .-- ISBN 978-986-5438-18-0 (平裝)
1.空氣汙染防制 2.職業訓練 3.職業
倫理 4.教材 445.92
逸散性污染產生源控制方法概論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教材 /
陳依琪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84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003-117) .-- ISBN 978-9865438-25-8 (平裝)
1.空氣污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環境
教育 4.教材 445.92
水質水量保護區分級管理政策研析 :
以汙染性工廠放流水之指標污染物
為例成果報告書 / 國立臺灣大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9-7 (平裝) NT$600
1.汙水處理 2.水汙染防制 3.水資源
管理 445.93
沒有垃圾的公寓生活 : 小空間的零
廢棄習作 / 尚潔, 楊翰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Style ; 3) .- ISBN 978-986-98338-5-1 ( 平 裝 )
NT$400
1.環境保護 2.廢棄物利用 3.簡化生
活 445.97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教材 :
病媒防治業 / 楊振昌, 杜武俊, 李學進,
白秀華, 吳文哲, 李後鋒, 林宗岐, 黃
基森, 吳尹文, 王正雄等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1 .-- 47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47) .-- ISBN 978-986-5438-21-0 (平裝)
NT$900
1.環境保護 2.藥政管理 3.病媒防制
4.教育訓練 445.99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教材 :
製造業、販賣業 / 李學進, 徐爾烈, 王
順成, 黃基森, 楊振昌等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1 .-- 226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28) .-- ISBN 978-986-5438-22-7 (平裝)
NT$360
1.環境保護 2.藥政管理 3.教育訓練
445.99

礦冶
眾志成城 超越巔峰 : 台灣中油查德
油田開發紀實 / 中央通訊社採訪撰
文 ; 張敏總編輯 .-- 高雄市 : 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4-2 (平裝)
1.台灣中油公司 2.石油探勘 3.石油
開採 4.查德 457.2

應用化學；化工
創意專題實作. 化工篇 / 洪鼎惟等編
著 ; 張忠成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6-0 (平裝)
40

1.化學工程

460

食品製造業法規小手冊 / 吳秀梅總
編輯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0912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79-8 ( 平 裝 )
NT$300
1.食品工業 2.食品衛生法規 463
燒陶 問與答 = From glaze to kiln :
ceramics Q & A / 林錦鐘著 .-- 臺北市 :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8964-761 (平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窯業 3.釉 464.1
韓式精油手工皂 : 水彩 X 渲染 X 拉
花 X 寶石皂,35 款專業技法一次學會!
/ Jenny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3-8 (平裝)
NT$380
1.肥皂 2.香精油 466.4
化粧品乳霜 : 功效性護膚產品之研
發、製造及市場營銷 / Wilfried Rähse
作 ; 羅億禎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狗腳印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7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13-8-4 (平
裝)
1.化粧品 2.研發 3.生產管理 4.行銷
管理 466.72

製造
Ameba 程式設計. 基礎篇 = Ameba
RTL8195AM IOT programming (basic
concept & tricks) / 曹永忠, 吳佳駿, 許
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1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23-3 (平裝)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Arduino 創客入門應用學習 / 邵雲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0911 .-- 1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61-2 (平裝) NT$3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Wifi 氣氛燈程式開發. ESP32 篇 =
Using ESP32 to develop a WIFIcontroled hue light bulb (smart home
series) / 曹永忠, 楊志忠, 許智誠, 蔡英
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千華駐科
技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5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592722-6 (平裝) NT$50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分 .-- ISBN 978-986-362-714-2 (平裝)
NT$400
1.餐旅管理 2.人力資源管理 483.8

高速連接器電氣特性之分析技術 =
Techniques of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r
high-speed interconnects / 黃啓芳著 .-一版 .-- 臺北市 : 黃啓芳, 10911 .-- 1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83160 (平裝) NT$550
1.電腦界面 2.電腦週邊設備 3.資料
傳輸 471.56

切莫為惡 : 科技巨頭如何背叛創建
初 衷 和 人 民 / 拉 娜 . 福 洛 荷 (Rana
Foroohar)撰寫 ; 李宛蓉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60 面; 21 公分 .-(Next ; 282) .-- ISBN 978-957-13-84443 (平裝)
1.科技業 2.網路產業 3.經濟發展 4.
美國 484

探究顯微望遠鏡實作實像實驗 / 周
鑑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前鋒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717-6-7 (平裝)
NT$395
1.顯微鏡 2.望遠鏡 471.73
日本刀 : 全面剖析日本刀的鍛造與
鑑賞藝術 / 吉原義人, 里昂.卡普, 啓
子.卡普作 ; 邱思潔, 周沛郁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0912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809-0-6 (精裝) NT$990
1.刀 2.文化史 3.日本 472.9
廣色域平版彩色網點演色表 = Color
chart : wide color gamut / 陳政雄作 .-初版 .-- 臺中市 : 印刷人雜誌社有限
公司, 10912 .-- 114 面; 25 公分 .-- (印
刷工具書 ; 4) .-- ISBN 978-986-827943-8 (精裝) NT$3600
1.彩色印刷 2.色彩學 477.65
女性人形製作技法 / 大日本繪畫社
作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2-9 (平裝)
NT$380
1.玩具 2.模型 3.女性 479.8
青木周太郎的情景模型作品集 / 青
木周太郎作 ; FORTRESS 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1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7-5 (平裝) NT$450
1.模型 2.玩具 3.軍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 周嵐瑩, 丁一倫,
張至忠, 黃瑞彩, 李蓓芬, 吳奕德, 楊
主恩, 鄭淑勻, 鄭信男, 張鳴珊, 蕭漢
良編著 .-- 四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6 公

信賴夥伴的力量 / 李俊明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明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64 面; 21 公分 .-- (智富天下 ; 5) .-ISBN 978-986-398-629-4 ( 平 裝 )
NT$420
1.明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電子業
3.企業管理 484.5
半導體產業與技術發展分析 =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洪春暉等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 10911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09-8 (平裝)
NT$16000
1.半導體工業 2.產業發展 3.市場分
析 484.51
應用 IC 與關鍵零組件產業趨勢暨市
場分析 = Application IC & components
/ 李建勳等作 ; 朱南勳, 周大為執行編
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0911 .-- 2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10-4 (平
裝) NT$14000
1.電子業 2.產業發展 3.趨勢研究
484.6
創意選擇 : 回望賈伯斯黃金時代,從
內部設計流程窺見成就 Apple 的關鍵
/ 肯.科辛達(Ken Kocienda)著 ; 洪慧芳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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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Source ; FA3029) .-- ISBN
978-986-235-892-4 (平裝) NT$420
1.賈伯斯(Jobs, Steven, 1955-2011) 2.蘋
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Inc.) 3.
電腦資訊業 4.產品設計 484.67
環境友善產品與石化產業發展策略 /
林茂文, 陳建緯, 黃琦雯, 黃嘉蕙,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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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銘, 范振誠, 陳明君, 張怡雯, 温俊
祥, 黃淑娟, 張珮菁, 張光偉, 汪進忠,
陳誠亮, 王聰偉, 邱炳嶔, 許湘琴作 ;
林福伸, 陳綠蔚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中技社, 10912 .-- 18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9-9-9 (平裝)
1.石油化學業 2.環境保護 3.產業發
展 486.5
優衣策略 UNIQLO 思維 : 柳井正的
不敗服裝帝國,超強悍的品牌經營策
略 / 谷本真輝, 金躍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53-4 (平裝) NT$299
1.服飾業 2.企業經營 3.品牌行銷 4.
日本 488.9
主題式旅宿設計經營學 / 漂亮家居
編輯部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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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24 面;
22 公分 .-- (Ideal business ; 19) .-- ISBN
978-986-408-648-1 (平裝) NT$550
1.旅館業管理 489.2
餐旅財務管理 / 李顯儀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1-0 (平裝)
1.餐旅管理 2.財務管理 489.2
禮讚生命 : 現代殯葬禮儀實務 / 邱達
能, 英俊宏, 尉遲淦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生命關懷
事業叢書) .-- ISBN 978-986-298-357-7
(平裝) NT$250
1.殯葬業 2.喪禮 3.喪葬習俗 489.66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
= Funeral service on c class certification
guide : skills and knowledge / 王別玄,
廖明昭, 王姿菁, 洪筱蘋作 .-- 二版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8-4 (平裝)
1.殯葬業 2.殯葬 3.喪禮 4.考試指南
489.67
當代藝術市場的誕生 : 超級畫商如
何把藝術世界變成瘋狂藝術市場? /
麥 可 . 施 納 雅 森 (Michael Shnayerson)
著 ; 李巧云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44 面; 21 公分 .-- (Hello

design 叢書 ; HDI0052) .-- ISBN 978957-13-8499-3 (平裝) NT$580
1.藝術市場 2.產業發展 489.7

商學
商務談判 : 創造雙贏的策略與技巧 /
鄧東濱編著 .-- 增修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 10912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46-4 (平裝) NT$350
1.商業談判 490.17
這樣設計就對了!電子商務網站使用
者經驗設計 / 謝明權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01-6 (平裝) NT$420
1.電子商務 2.電腦程式設計 490.29
*電子商務新視野 : 商業模式與共享
經濟 / 書慢工作室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4536-6 (平裝) NT$580
1.電子商務 490.29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 劉文良著 .-七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2-0 (平裝)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490.29
新貿易時代 : 從兩岸跨境電商到全
球市場 / 呂建毅口述 ; 前進新大陸團
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進新大
陸出版社, 10912 .-- 2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163-2-4 ( 平 裝 )
NT$420
1.電子商務 2.兩岸經貿 3.全球化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4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0911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918-5-1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創業勝經. 2020 :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
朱怡臻, 何崇傑, 吳其倩, 汪芷伃, 姚
雅嵐, 梁瓊丹, 莊亞築, 彭驛迪, 詹子
慧, 廖敏芝, 廖雅雯, 顏琬芸, 關雅文,
蘇靜怡撰稿 ; 黃志鴻總編輯 .-- 臺北
市 : 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
10912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26-1-6 (平裝)

1.企業家 2.臺灣傳記 3.企業管理 4.
創業 490.9933
以 MARTECH 經營大數據會員行銷 /
高端訓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495-5 (平裝) NT$420
1.品牌行銷 2.行銷管理 3.行銷資訊
系統 4.大數據 496
從主播到直播 : 水晶主播王宜安獨
家分享直播祕訣 / 王宜安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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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 ; 25) .-- ISBN 978-957-138494-8 (平裝) NT$320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3.網路社群
496
視覺化社群行銷與 SEO 超級淘金術 :
使用 Instagram 與 Youtube / 鄭苑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8-9 ( 平 裝 )
NT$50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圖解 0 基礎,不出門就能賺錢的網路
行銷術 / 謝芝穎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4-1 (平裝)
NT$220
1.網路行銷 2.行銷策略 3.電子商務
496
數位整合行銷傳播 DIMC = Digital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鄭自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
局, 11001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17-0 (平裝)
1.行銷傳播 2.廣告學 496
*MIT 臺灣金選. 2020 : 無憂無疫新生
活 / 鐘雅馨等文字 ; 蘇于修總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0911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5-9 (平裝) NT$300
1.產品 2.臺灣 496.1
消費者行為 / 沈永正著 .-- 修訂五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52-8 (平裝)
1.消費者行為 496.34
*GoodARCH 下一個足跡更好 Good+ :
讓我們一起努力,幫助更多的人讓他
們變得更好 / 謝進興著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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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傳智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238 面; 21 公分 .-- (實
戰系列 ; B59) .-- ISBN 978-986-970744-2 (平裝) NT$360
1.直銷 2.職場成功法 496.5
銷量暴漲的原理 : 27 年的永恆行銷
經典教你,蘋果、麥當勞、可口可樂、
豐田、BMW......攻略全球的秘密! /
艾爾.里斯(Al Ries), 傑克.屈特(Jack
Trout)著 ; 謝孟庭譯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1 公
分 .-- (Biz ; 76) .-- ISBN 978-986-556404-9 (平裝) NT$280
1.銷售 2.行銷策略 496.5
物流與運籌管理 : 智慧與創新 =
Logistics management / 蘇雄義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417-3-0 (平裝)
1.物流管理 2.供應鏈管理 496.8
廣告學特色專業建設與改革 / 馬麗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5-3 (平裝) NT$300
1.廣告學 497
拍出爆紅影片、分享破百萬的九個
公式 : 為何他們的影片暴擊人心、
創造高流量,突破演算法? / 提姆.史代
普(Tim Staples), 約許.楊(Josh Young)
著 ; 尤采菲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Trend) .-- ISBN 978-957-658470-1 (平裝) NT$380
1.網路廣告 2.網路行銷 3.網路媒體
4.網路經濟學 497.4
「察覺力」 : 生意興隆店家的不敗
祕密! / 松下雅憲著 ; 王美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2-4 (平裝)
1.商店管理 2.銷售 3.顧客關係管理
498

企業管理
Scrum 實踐者應該知道的 97 件事 : 來
自專家的集體智慧 / Gunther Verheyen
著 ; Niz Ku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7-5 (平
裝)
1.專案管理 2.軟體研發 3.電腦程式
設計 494
下一個社會的管理 / 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作 ; 羅耀宗譯 .-- 臺
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139-8-0 (精裝) NT$430
1.企業管理 2.工業管理 494
永遠都是第一天 : 五大科技巨擘如
何因應變局、不斷創新、保持領先 /
艾歷克斯.坎卓維茨(Alex Kantrowitz)
著 ; 宋偉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23-4 (平裝) NT$400
1.企業經營 2.科技業 3.網路產業 4.
個案研究 494
全球 MBA 必讀 50 經典 / 永井孝尚
作 ; 張翡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
分 .-- (Trend ; 66) .-- ISBN 978-957-658458-9 (平裝) NT$420
1.企業管理 494
我變笨都是公司的錯!看企業組織如
何毀掉聰明人才 / 岡特.迪克(Gunter
Dueck)著 ; 朱庭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2-6 (平裝)
NT$450
1.企業經營 2.組織管理 494
商業造神 : 破解光環效應!思考有效
管理、卓越積效的企業真相 / 菲爾.
羅森維格(Phil Rosenzweig)著 ; 徐紹敏,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金商道 ;
93) .-- ISBN 978-986-5519-26-1 (平裝)
NT$380
1.商業管理 2.企業經營 3.職場成功
法 494
善用智財管理協助公司治理. 入門篇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
研究所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243 (平裝) NT$450
1.企業管理 2.知識管理 3.數位化
494

槓桿人生 : 傻瓜才會埋頭苦幹,一個
省時省力的生存之道 / 吳桂龍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60-3 (平裝)
NT$400
1.企業管理 2.組織管理 494
遠距力 : 28 天成功踏入遠距工作圈
的養成計畫 / Joyce Yang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富翁系
列 ; 23) .-- ISBN 978-957-663-793-3 (平
裝) NT$420
1.企業管理 2.電子辦公室 494
圖解管理學 / 戴國良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9-4 (平裝) NT$400
1.管理科學 494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 愈複雜
的人生,愈需要用簡單來解題 / 夏.瓦
茲蒙德(Sháá Wasmund)著 ; 簡秀如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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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60-0 (平
裝) NT$299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494.01
我要準時下班!終結瞎忙的「超.時短
術｣ / 越川慎司著 ;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671 種)(邁向成功叢書 ; 82) .-ISBN 978-957-9314-87-9 (平裝)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時間管理大師 : 拖延症處方箋,面對
理直氣壯的薪水小偷,請施打一劑特
效藥 / 蔡賢隆, 姚俊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7-3 (平裝) NT$320
1.時間管理 2.成功法 494.01
高效營運的 80 則關鍵問答 : 這是一
本具有百萬價值的營運教戰手冊討
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 / 陳宗
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鼎國際
有限公司, 110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3-1-9 (平裝)
1.企業經營 2.企業管理 3.行銷策略
4.問題集 49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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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公司的致富思維 : 從零到百萬
訂閱,靠知識變現的成功法則 / 好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Happy learning ; 191) .-- ISBN 978-986136-565-7 (平裝)
1.創業 2.網路產業 3.網路社群
494.1
老闆必備的紙上律師 : 給創業者的
20 堂法律實戰課程 / 周餘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491-7 (平裝)
NT$400
1.企業管理 2.企業法規 494.1
虎之霸 : 關鍵以色列文化造就成功
創業的秘密 / 英貝兒.艾瑞黎(Inbal
Arieli)作 ; 陳佳瑜, 楊詠翔, 紀揚今, 高
霈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24-1 (平
裝) NT$380
1.創業 2.企業精神 3.以色列 494.1
剛好,才是最好 : 適量製造時代來臨!
看見顧客需求 X 精準生產 X 改善量
產物流系統,19 個平衡品質與規模、
實現永續經營的成功品牌 / 甲斐薰
著 ; 林欣儀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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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企畫叢書 ;
FP2281) .-- ISBN 978-986-235-891-7
(平裝) NT$300
1.企業經營 2.品質管理 3.行銷策略
494.1
從選擇題到必考題 : 台灣中小企業
數位轉型實戰 / 陳顯立, 謝銘元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意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339-9-1 (平裝)
NT$350
1.企業經營 2.數位科技 3.產業發展
494.1
菁英思維 : 20 位管理大師經典,教你
從掌握人性到領導變革 / 喬友乾, 田
洪江, 鄭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552-52-7 (平裝) NT$450
1.管理科學 2.企業領導 3.人物志
494.1

創業,活下來就對了 / 王繁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63-3 (平裝) NT$380
1.創業 2.成功法 494.1

公司治理 : 個案與分析模式 / 葉銀華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278-3-3 (平裝)
1.組織管理 2.個案研究 494.2

創業成功的五重關鍵 : 引領您探索
創業成功的秘訣 / 蔡錦源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蔡錦源, 10910 .-- 320
面; 21 公分 .-- (標竿企業系列) .-ISBN 978-957-43-8273-6 (平裝)
1.創業 2.成功法 494.1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 / 提姆.布朗(Tim
Brown)著 ; 吳莉君, 陳依婷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創新觀點 ; 10) .-- ISBN 978-957-085668-2 (平裝)
1.組織變遷 2.企業再造 3.工業設計
494.2

*零錯誤決策 : 快速提升企業及個人
競爭力 / 邱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718) .-- ISBN 978-986-525006-5 (平裝) NT$500
1.企業管理 2.決策管理 3.危機管理
4.職場成功法 494.1
職想追夢 : 臺中青創職人誌 / 劉彩虹,
謝峻岦, 吳宇軒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911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2-3 (平
裝)
1.創業 2.青年 3.臺中 494.1
東南亞創新創業生態圈 : 五個新興
城市 / 胡美智等作 ; 賴文祥, 胡美智,
許瓊文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與創業研究中心,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24-7-1 (平裝) NT$400
1.創業 2.區域研究 3.產業政策 4.文
集 5.臺灣 6.東南亞 494.107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商務管
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致理科
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輯 .-- 新北市 :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 10910 .- 6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2-5-7 (平裝)
1.商業管理 2.文集 494.107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研討會論文
集. 2020 年 = Proceedings 2020 Seminar
of Institute of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cience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編輯 .-- 臺北
市 :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10911 .-- 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550 (平裝)
1.管理科學 2.決策管理 3.文集
494.107

做對四件事,成為商業溝通高手 / 關
家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870 (平裝) NT$350
1.商務傳播 2.人際傳播 3.職場成功
法 494.2
無限賽局 /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
著 ; 黃庭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天下財經 ; 426) .-ISBN 978-986-398-634-8 ( 平 裝 )
NT$42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2
管理者的 1%決策躍升思維 : 精準決
策、帶領團隊、強化績效的 40 個管
理藝術 / 曾國棟原著.口述 ; 李知昂採
訪整理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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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757) .-- ISBN 978-986-477-959-8
(平裝) NT$36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21 公分 .-- (野人家 ; 181) .-- ISBN 978986-384-465-5 (平裝)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中層忠誠 : 拿了年終就跳槽,企業的
中空危機 / 楊仕昇, 江天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55-8 (平裝) NT$320
1.中階管理者 2.組織管理 494.23
捷安特攻克全球市場的關鍵 : 用
TAET 雙三角法則培養有膽識有共識
的人才 / 羅祥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88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189) .- ISBN 978-986-175-574-8 ( 平 裝 )
NT$350
1.捷安特公司 2.人事管理 3.人才
494.3
精緻團隊的 80 則關鍵問答 : 這是一
本具有百萬價值的人資管理手冊討
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 / 陳宗
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鼎國際
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3-2-6 (平裝)
1.人力資源管理 2.問題集 494.3022
工作上 90%的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 :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親授
50 年經驗的職場人際法則 / 理查.福
克斯(Richard Fox)著 ; 許可欣, 游懿萱
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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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66-6 (平
裝) NT$37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賭上所有 / 羅勃.布魯斯. 蕭(Robert
Bruce Shaw)作 ; 吳宜蓁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Biz ; 348) .-- ISBN
978-986-5548-32-2 (平裝) NT$36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法
494.2

工作者的 1%持續精進思維 : 自我修
練、技能翻轉、掌握贏面的 40 個職
場眉角 / 曾國棟原著.口述 ; 李知昂採
訪整理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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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756) .-- ISBN 978-986-477-958-1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讓「i 世代」年輕員工動起來!老方
法不管用了,39 招新世代管理術,打造
人人羨慕的超強團隊 / 池本克之著 ;
許郁文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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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4 面;

同事都是外星人 / 野澤幸司著 ; 陳柔
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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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6-6 (平
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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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你問對問題了嗎? : 重組思考架構、
精準決策的創新解決工具 / 湯馬斯.
維 戴 爾 - 維 德 斯 柏 (Thomas WedellWedellsborg)著 ; 林俊宏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4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21) .-- ISBN
978-986-525-015-7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找樂子經營學 : 有種、有趣、有態
度 / 戴淑玲作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
鄉 :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出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193-4-0 ( 平 裝 )
NT$39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矽谷思維 : 矽谷頂尖工程師實戰經
驗總結,五大模式訓練邏輯思考,職場
技能提升+競爭力開外掛! / Han 著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方向 ; 71) .-- ISBN 978-986-248-9345 (平裝) NT$4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品牌經理真泥花,還原現場的英文溝
通術 / 真泥花(張狄鶯)作 .-- 初版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你想時代 ; 4) .-ISBN 978-986-336-407-8 ( 平 裝 )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商業英文 494.35
絕對天職 : 三大步驟,讓你求職、轉
職或創業不再迷惘 / 八木仁平著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1 .-- 220 面; 21 公
分 .-- (Happy learning ; 190) .-- ISBN
978-986-136-564-0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職場關鍵提問 : 5 種解決問題,提升動
機的加油提問 / 板越正彥著 ; 李貞慧
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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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25) .-- ISBN 978986-477-960-4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說話藝術 3.溝通技
巧 494.35
供應鏈 / 胡建波, 王東暉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34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7-7 (平
裝) NT$650
1.供應鏈管理 494.5
製造運營管理技術 / 李政男等作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
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10912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71 (平裝)
1.生產管理 2.作業管理 3.供應鏈管
理 494.5
整合 PDCA、工作研究與設施規劃
改善技術應用之探討 / 鄭榮郎作 .-初版 .-- 高雄市 : 鄭榮郎, 109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11 (平裝)
1.生產管理 2.工業工程 494.5
圖解品管統計方法 / 陳耀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374-8 ( 平 裝 )
NT$280
1.品質管理 2.統計方法 3.推論統計
494.56
風險危害評估 :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
庫解析 / 劉永宏編著 .-- 第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4-6 (平裝)
1.風險管理 494.6
簡報與提案說服 : 10 堂職場必修簡
報術 / 賴建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4-9 (平裝) NT$230
1.簡報 494.6
打造財務腦 : 從財務中思考如何做
簡單合理的決定 / 梅澤真由美著 ; 張
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8-1 (平裝) NT$400
1.財務管理 2.財務會計 3.決策管理
494.7
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 I / 林裕哲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有限公司, 10911 .-- 11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548-40-3 (平裝)
1.財務管理 2.財務會計 3.決策管理
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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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管理 / 李顯儀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9-6 (平裝) NT$400
1.財務管理 2.國際企業 494.7
ICIM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摘要集. 2020 第 31 屆 /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
海書局, 10912 .-- 25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363-116-3 (平裝)
1.資訊管理 2.資訊科技 3.電子商務
4.摘要 494.80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迷因 : 基因和迷因共同推動的人類
演 化 史 / 蘇 珊 . 布 拉 克 莫 (Susan
Blackmore)作 ; 宋宜真譯 .-- 初版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400 面;
23 公分 .-- (Alpha ; 49) .-- ISBN 978986-5524-36-4 (精裝) NT$520
1.行為科學 2.人類演化 3.人類行為
4.行為模式 501.9

統計
揭露廣告與媒體的統計學破綻 / 涌
井良幸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0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5-9 (平裝) NT$350
1.統計學 510
16 小 時 學 會 結 構 方 程 模 型 :
SmartPLS 初階應用 / 陳寬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44 面; 34 公分 .-ISBN 978-986-522-372-4 ( 平 裝 )
NT$50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入門結構方程模式 : Amos 應用 =
Induction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 陳耀茂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5-6 (平裝) NT$550
1.統計套裝軟體 2.統計分析 512.4

教育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 艾育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7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63-0 (平裝)
1.教育 520
野力 : 裝備未來能力的教育 / 李淑菁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92 面; 21 公分 .- (Life) .-- ISBN 978-957-14-7014-6 (平
裝)
1.教育理論 2.未來教育 520.1
名師壓箱秘笈 : 教育哲學與比較教
育 / 舒懷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2-2 (平裝)
1.教育哲學 2.比較教育 520.11
素養教育解碼學 : 元素構築.知識遞
移.知能創價 / 鄭崇趁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0911 .-- 432 面; 26 公分 .-- (教育行政
系列 ; 41438) .-- ISBN 978-986-191934-8 (平裝) NT$480
1.教育哲學 2.知識管理 520.11
永續發展教育 / 簡又新主編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中鼎教育基金會,
10912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81-3-4 (平裝) NT$450
1.教育社會學 520.16
教育社會學 / 張鐸嚴, 周新富合著 .-初 版 .-- 新 北 市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
1100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27-1-9 (平裝) NT$400
1.教育社會學 520.16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與教育行動研究 /
蔡清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9-6 (平
裝) NT$600
1.教學研究 2.國民教育 3.課程綱要
4.文集 520.3107
素養導向的教師專業發展 : 教育理
念的探究與轉化 / 王俊斌等作 .-- 臺
北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912 .-299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359-8-5 (平裝) NT$400
1.教育 2.文集 520.7

學習新動力 : 「自主學習」在十二
年國教的多元展現 / 鄭章華等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912 .-- 3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9-2 (平裝) NT$430
1.臺灣教育 2.國民教育 3.自主學習
4.教育改革 520.933
任何人都適用的完美學習法 / 高英
成, 申英俊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第一本 ;
105) .-- ISBN 978-986-137-309-6 (平裝)
NT$360
1.學習方法 2.生活指導 521.1
激發最大學習效率的輸入大全 / 樺
澤紫苑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10) .-- ISBN 978-957-741-310-9 (平裝)
NT$360
1.學習方法 521.1
夢想從「基地」出發 : 「素養導向
教學」創新之旅 / 高雄市教師會輔
諮基地班作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
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929-3-4 (平
裝) NT$250
1.教學研究 2.教學方案 3.課程規劃
設計 4.文集 521.407
後疫情時代 : 智慧學習超前部署 / 經
濟部工業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濟部工業局, 1091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6-5 ( 平 裝 )
NT$880
1.教學科技 2.數位學習 521.53
線上學習新視界. 大學篇 : 台達磨課
師致力培育自動化人才 / 彭宗平, 張
錦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667-5 (平
裝)
1.數位學習 521.539
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創新策略 : 提升
學生課程參與意願與自主學習能力 /
許蕙纓著 .-- 二版 .-- 臺南市 : 許蕙纓,
10911 .-- 1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3-7 (平裝) NT$1000
1.數位學習 2.課程規劃設計
521.539
課程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12 年國教改革與華德福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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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ceedings. 2020 : the reform of 12years' citizen education & waldorf
education / 白慧娟, 余若君, 江姮姬,
凃宏明, 林培祺, 林雅筑, 林美惠, 林
勤敏, 吳珮恩, 黃霙如, 陳采秀, 黃惠
詩, 陳綉麗, 楊哲青, 張佳燕, 張淨誼,
張倉凱, 張瑜彥, 謝柏昇等著 ; 明道大
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 .-- 初版 .-彰化縣埤頭鄉 : 明道大學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 10911 .-- 1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468-79-7 ( 平 裝 )
NT$200
1.國民教育 2.課程改革 3.教學研究
4.文集 521.707
素養導向 : 國小類教師檢定教育專
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 / 舒暢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73-9 (平裝)
1.教師專業資格 522.1
皮皮小隊長搶救聖誕禮物大作戰 :
阿鎧老師的專注力遊戲書 / 張旭鎧
(阿鎧老師)著 ; 皮爺 Piett 插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5-2 (精
裝) NT$380
1.兒童遊戲 2.益智遊戲 3.兒童教育
523.13
0-2 歲托育現場實務圖解 : 嬰幼兒保
育手冊 / 廖婉真文 ; 郭芯羽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咪
托嬰中心, 10911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361-5-9 (平裝)
1.托育 2.幼兒保育 523.2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 謝
坤鐘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08 (平裝)
1.學前教育 523.2
啵啵妮,這是什麼東西? / 小時報編輯
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957-138483-2 (精裝)
1.學前教育 2.生活教育 523.2
啵啵妮,這是什麼顏色? / 小時報編輯
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957-138484-9 (精裝)
1.學前教育 2.生活教育 523.2
0-6 歲 FOOD 超人點讀認知圖鑑 / 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52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84-3 (精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523.23
小手觸摸隨身聽 : 我會跟著說ㄅㄆ
ㄇ / 禾流文創編輯團隊作 ; 呦呦童,
禾流文創編輯團隊插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24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49-2 (精裝) NT$650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咚!咚!鏘!快樂小鼓手 = Little drummer
/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93-5 (精裝)
1.音樂教學法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連江縣幼兒園大班閩東語教材<<來
學馬祖話>> : 試行本 / 吳健忠總編
輯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江縣政府,
1091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7-8 (平裝)
1.閩語 2.教材 3.鄉土教學 4.學前教
育 523.23
動動小指,拼拼看ㄅㄆㄇ / 廖佳儀作 ;
林欣儀插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 12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48-5 (精裝) NT$325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中年級 / 黃瑞
芳編著 ;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96 面; 30 公分 .-- (閱
讀素養養成 ; 2) .-- ISBN 978-986-429602-6 (平裝) NT$125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低年級 / 熊鴻
文編著 ;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閱

讀素養養成 ; 1) .-- ISBN 978-986-429601-9 (平裝) NT$125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1-8 (平裝)
1.演說術 2.小學教學 523.316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高年級 / 熊鴻
文編著 ;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96 面; 30 公分 .-- (閱
讀素養養成 ; 3) .-- ISBN 978-986-429603-3 (平裝) NT$125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A-Z 找一找,單字大挑戰 / 阿曼達.伍
德 (Amanda Wood), 麥 克 . 喬 利 (Mike
Jolley)文 ; 艾倫.桑德斯(Allan Sanders)
圖 ; 廖珮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果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52 面; 32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187-8-0 (精裝) NT$45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初等教育
523.318

詞類辨析指引 / 賴慶雄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32 面; 26 公分 .-- (語文訓練叢書) .- ISBN 978-986-452-319-1 ( 平 裝 )
NT$250
1.漢語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1
當課文遇上策略達人 : 13 個推動閱
讀的感動實例 / 林玫伶整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工具書館 ; 53) .-- ISBN 978-986-449211-4 (平裝) NT$280
1.閱讀指導 2.小學教學 3.教學法
523.31
閱讀素養大表現 : 兒童讀書會與班
級共讀 / 林美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小魯優質教學 ;
BGT004N) .-- ISBN 978-957-490-525-6
(平裝) NT$350
1.閱讀指導 2.讀書會 3.兒童教育
523.31
識字小學堂. 生物篇 / 語文小組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128 面; 20X21 公
分 .-- (柏樂小學堂 ; 1) .-- ISBN 978986-99621-2-4 (平裝) NT$320
1.漢語教學 2.識字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11
媽媽是最好的作文老師 : 陪孩子自
學作文,滋養孩子的寫作能力 / 曾玟
蕙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3 公
分 .-- (教養與學習 ; 1) .-- ISBN 978957-686-802-3 (平裝) NT$32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小學教學
523.313
害羞沒關係!孩子的自信說話學習書
/ 李香晏作 ; 陳惠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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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者兔小學英單全方位學習卡片書 /
李佩華, 親子學研教學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親子學研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56 面; 18X16 公分 .-- ISBN
978-986-98109-7-5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小學教育
523.318
我會說 ABC : 孩子的情境學習英語
點讀繪本 / 麥克編輯部作 ; 顏銘儀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28 公分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03-887-1
(精裝)
1.英語教學 2.小學教學 523.318
全盲生好好玩數學 : 模組教學手冊 /
張千惠, 林福來, 謝佳叡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80-9 (平裝) NT$260
1.數學教育 2.中小學教育 3.數學遊
戲 4.視障者 523.32
原源 德芙蘭 :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
小在地特色教學資源文本 / 許彩梁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和平
區博愛國民小學,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39-3 (平裝)
1.人文地理 2.鄉土教學 3.小學教學
4.臺中市和平區 523.34
戀戀蠻蠻平埔庄 / 洪麗雯等文.圖 .-初版 .-- 屏東市 : 泰勒瓦工坊,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88-0-4 (精裝) NT$400
1.人文地理 2.鄉土教學 3.繪本 4.屏
東縣萬巒鄉 523.34
生命教育 國小教學方案. 3 / 生命教
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
福利基金會, 10911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5773-8-1 (平裝)

1.生命教育 2.教材教學 3.小學教學
523.35
美感教育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 吳璧如等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12 .-25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620-3-2 (平裝)
1.藝術教育 2.美育教學 3.中小學教
育 4.文集 523.3707
幸福森林 = Happy forest / 林怡貝圖.
文 .-- 第一版 .-- 南投縣南投市 : 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南投
分會, 10911 .-- 34 面; 9X12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9739-0-8 (精裝)
1.犯罪被害人保護 2.繪本 3.中小學
教育 523.39
教學輔導教師與教師領導之研究 =
A study of mentor teacher and teacher
leadership / 張德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6-210-6 (平裝) NT$480
1.小學教師 2.中學教師 3.教學輔導
4.領導者 523.5
小學教室的日常力 / 賴秋江, 林用正
文 ; 王秋香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
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72 面; 23 公分 .-- (工具館) .-- ISBN
978-986-449-212-1 (平裝) NT$300
1.班級經營 2.小學教學 523.7
澎湖縣湖西鄉沙港國民小學 100 週
年 校 慶 專 刊 = Shagang Elementary
School Penghu County 10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special issue / 金生忠主編 .- 澎湖縣湖西鄉 : 澎湖縣湖西鄉沙港
國民小學, 109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42-9 (精裝)
1.澎湖縣湖西鄉沙港國民小學
523.833/141
教 育 理 論 與 實 務 對 話 . 109 年 :
「X+Y+P=? 大學入學方程式解密與
考招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 蘇心
慧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 10911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36-0 (平裝)
1.中等教育 2.教育理論 3.大學入學
4.文集 524.07
中學國文教學心理學 / 艾偉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001 .-- 180
面; 21 公分 .-- (中華哲學叢書) .--

ISBN 978-986-5512-40-8 ( 平 裝 )
NT$300
1.國文科 2.中等教育 524.31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6-2-0 (下冊:平裝) NT$180
1.日語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理想的讀本 : 國文 / 何淑貞, 王琅, 向
鴻全, 江江明, 李建崑, 李玲珠, 李癸
雲, 林淑貞, 徐國能, 張麗珠, 陳惠齡,
黃雅莉, 楊宗翰, 鍾玲, 羅智成, 蘇珊
玉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一爐香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漢光教育
基金會, 10912 .-- 400 面; 26 公分 .-(傳世經典 ; 3) .-- ISBN 978-986-984842-8 (第 3 冊:平裝) NT$480
1.國文科 2.閱讀指導 3.中等教育
524.31

圖解文法分類單字教育部 1200 字 :
練習及試卷 / 林漢忠等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10911 .-- 5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14-263-4 (平裝) NT$15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讀出青少年的閱讀素養 / 林美琴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小魯優質教學 ; BGT011R) .-- ISBN
978-957-490-526-3 (平裝) NT$350
1.閱讀指導 2.中等教育 524.31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 試題
詳解. 第二輯. 2012-2019 = Invitational
World Youth Mathematics Intercity
Competition / 朱華偉, 孫文先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版社,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29-2 (平裝) NT$300
1.數學教育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2
數學!這樣準備保證上 : 升國中數學
資優班考前衝刺秘笈 / 數理資優研
究團隊作 .-- 四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40-3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圖解國中生物 / 林懂, 陳大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7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22-348-9 ( 平 裝 )
NT$300
1.生物 2.中等教育 524.36
只圖 English 不讀 English / 小王子
(Kenny)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王子軒,
1091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302-3 (平裝) NT$60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快樂學日語 / 魏世萍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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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我兩拾夢飛陽 : 明陽中學建校
20 週年紀念專刊 = Ming Yang 20 fly
for dream / 戴旭華執行編輯 .-- 再版 .- 高雄市 : 明陽中學, 10911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4-3 (平
裝) NT$350
1.明陽中學 524.833/133
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工程教育 / 周
宜雄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
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行, 10911 .-- 208 面; 25 公分 .- (臺灣工程教育史 . 6. 第陸篇) .-ISBN 978-986-5635-50-3 ( 精 裝 )
NT$580
1.高等教育 2.工業教育 3.教育史
525.3
教學策略演進與教學實踐創新 : 以
設計教育為例 / 陳雍正著 .-- 初版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32-605-8 (平裝)
1.高等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教學
策略 525.3
飲食計畫及實習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
飲食計畫及產品實作問題解析 / 徐
軍蘭, 楊淑珍, 王正方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1 .-- 9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384-4-0 (平裝)
NT$300
1.高等教育 2.健康飲食 3.營養
525.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成果發表集. 108 學年度 /
賴錦緣等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務處, 10911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22 (平裝)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文集
525.307
融入認知理論的動態電腦設計研究.
大專篇 / 謝哲仁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富辰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10911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46-08 (平裝) NT$500
1.高等教育 2.教學研究 3.電腦軟體
4.文集 525.307
通識教育學報. 第六期 / 陳美妃等作 ;
汪治平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海軍
軍官學校, 10912 .-- 220 面; 29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5446-59-8 (平
裝)
1.通識教育 2.期刊 525.3305
*教學實踐研究與素養導向教學研討
會論文集. 2020 / 戴守煌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10911 .-- 1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627-70-6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教學研究
4.文集 525.3307
通識領袖學與思. 一 / 陳奇中主編 .-初版 .-- 金門縣金寧鄉 : 國立金門大
學, 10912 .-- 3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872-4-6 (平裝) NT$400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輔愛 : 從心出發 : 27 個志工隊服務軌
跡 .-- 新 北 市 : 天 主 教 輔 仁 大 學 ,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843-61-5 (平裝)
1.高等教育 2.社會服務 3.志工 4.文
集 525.39
*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
盟成果展暨研討會. 2020 / 2020 南區
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盟成
果展暨研討會作者群作 ; 曾紀幸主
編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109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23-0-7 (平裝) NT$200
1.高等教育 2.學校行政 3.教學研究
4.文集 525.607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專題製作學習成
果專業實習科目實習報告撰寫範例 /
名金榜作 .-- 初版 .-- 彰化市 : 陳洪厘,
109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3-4 (平裝) NT$330
1.大學入學 2.入學甄試 525.611
讓我映照你的路 : 臺師大優良導師
輔導故事 / 林玫君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912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3-30-5 (平裝) NT$300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師生關係 3.
文集 525.833/101

1.東海大學 2.校園規劃 3.學校建築
4.文集 527.5107

*樹德金字招牌 修平點亮未來 : 校友
專刊. 1. 創刊號 / 陳美菁總編輯 .-- 臺
中市 : 修平科技大學, 10912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53-1-5 (精
裝)
1.修平科技大學 2.臺灣傳記
525.833/117

一天一篇人文閱讀,養出內心強大的
孩子 : 每天十分鐘,在家就能學素養 /
金鐘沅著 ;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親子田系
列 ; 71) .-- ISBN 978-986-507-235-3 (平
裝) NT$400
1.親職教育 2.人文素養 3.閱讀
528.2

嘉大百年 卓然有成 : 100 週年校慶活
動 成 果 紀 念 集 = Collection of
centennial celebration events / 吳思敬總
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
學, 1091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50-4-0 (精裝)
1.國立嘉義大學 525.833/126
大學整併 : 成效、問題與展望 / 黃政
傑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56-4 (平
裝) NT$720
1.高等教育 2.教育政策 3.個案研究
4.臺灣 525.933
學校效能 : 校本發展機制 = School
effectiveness : a school-based mechanism
for development / 鄭燕祥著 .-- 初版 .-臺北市 :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6-209-0 (平裝) NT$450
1.教育行政 2.學校管理 526

心理韌性 : 顛覆起跑點迷思,教出有
耐挫力、熱情與目的感的孩子 / 陳
品皓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65) .-- ISBN
978-957-503-701-7 (平裝)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兒童心理
學 528.2
你 的 我 的 ? 我 的 你 的 ! = Yours is
mine,mine is yours / 黃瑞儀圖 ; 黃瑞芝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6 公分 .-(iDraw ; 13) .-- 注音版; 中英對照 .-ISBN 978-986-5559-36-6 ( 精 裝 )
NT$299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繪本
528.2

教育座標 / 周玉秀著 .-- 臺北市 : 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10911 .-24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55-2-5 (平裝) NT$255
1.教育制度 2.比較研究 3.師資培育
526.1

高敏感,讓你成為更好的父母 / 依蓮.
艾倫(Elaine N. Aron)著 ; 丁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907-4 ( 平 裝 )
NT$36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人格心理
學 528.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年報.
108 年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911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23-2 (平裝)
NT$200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教育
行政 526.32

這是我朋友! : 學習不占有不嫉妒 /
Judith Koppens 著
; Eline van
Lindenhuizen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
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8842-89-2 (精裝)
1.家庭教育 2.親職教育 3.繪本
528.2

東海校園迷思 : 自由中國的現代建
築傳奇 / 關華山, 林婉婷, 蕭雅菁作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10911 .-- 175 面; 26 公分 .-- (東海建築
叢書 ; 35) .-- ISBN 978-957-548-076-9
(平裝)

開啟「高需求小孩」的正向天賦 :
高敏感、愛爭辯、超固執、情緒強
烈...這些讓人抓狂的性格,可以轉化
成優勢!(拯救百萬對父母的 30 年超
實用教養經典) / 瑪麗.希迪.庫欽卡
(Mary Sheedy Kurcinka)作 ; 王聖棻, 魏
婉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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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61) .-- ISBN 978986-384-464-8 (平裝)
1.子女教育 2.親職教育 528.2
小象帕歐繪本系列. 一 / 仲川道子編
著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23-56-5 (全套:平裝) NT$594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3.繪本
528.3
小象帕歐繪本系列. 二 / 仲川道子編
著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23-57-2 (全套:平裝) NT$594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3.繪本
528.3
小象帕歐繪本系列. 三 / 仲川道子編
著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23-58-9 (全套:平裝) NT$594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3.繪本
528.3
自由行真好玩 : 主題探索書 / 康真娥
文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33-097-3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 基礎版. 3, 美麗植物
園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臺北市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4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763-0-5 (精裝附
光碟片)
1.生活教育 2.植物 3.學前教育
528.33
我的幸福 36 計 / 東方良辰作 ; 王意
評插畫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張榮發基金會, 10912 .-- 冊 .-- (道
德月刊繪本系列) .-- ISBN 978-98685021-5-4 ( 上 冊 : 精 裝 ) NT$320 .-ISBN 978-986-85021-6-1 (下冊:精裝)
NT$320 .-- ISBN 978-986-85021-7-8 (全
套:精裝)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3.德育 4.品
格 528.33
爸爸不要放手喔 : 主題探索書 / 康真
娥文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433-096-6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兒童班教材 / 正義天同總堂編輯組
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中華天然一
貫大道學會, 10912 .-- 180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857218-8 (第 1 冊:平裝)
1.生活教育 2.德育 3.兒童教育 4.一
貫道 528.33
晚安故事 : 好行為故事 / 劉橙涵責任
編輯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52-7 (精裝) NT$140
1.生活教育 2.通俗作品 528.33
搭飛機去旅行 / 康真娥文 ; 詹波圖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433-093-5 (精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搭飛機去旅行 : 主題探索書 / 康真娥
文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33-095-9 (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榕樹兄弟與風怪 / 陳羽, 陳妍文.圖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政府,
10912 .-- 56 面; 26 公分 .-- 金門縣防
災教育繪本;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8-93-8 (平裝)
1.安全教育 2.防災教育 3.兒童教育
4.繪本 528.38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1 冊, 初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79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1-32-4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2 冊, 初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79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1-34-8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3 冊, 中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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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ISBN 978-986-5461-36-2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4 冊, 中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1-38-6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5 冊, 高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95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1-40-9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第 6 冊, 高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11 .-- 95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1-42-3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1 冊, 初
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71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33-1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2 冊, 初
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71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35-5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3 冊, 中
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37-9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4 冊, 中
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39-3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5 冊, 高
一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41-6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成人基本識字教材 : 習作. 第 6 冊, 高
二級 / 張明文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
市 : 教育部,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1-43-0
(平裝) NT$100
1.成人識字 2.識字教育 3.教材
528.42
晚安故事 : 好品格故事 / 劉橙涵責任
編輯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51-0 (精裝) NT$140
1.德育 2.品格 3.通俗作品 528.5
生命教育研習手冊 / 尉遲淦, 邱達能,
張孟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生命關懷事業叢書) .-ISBN 978-986-298-356-0 ( 平 裝 )
NT$350
1.生命教育 528.59
日治時期大專工業教育 : 臺南高等
工業學校、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
(1943-1945) / 高淑媛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
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 10911 .-- 304
面; 25 公分 .-- (臺灣工程教育史. 3) .- ISBN 978-986-5635-49-7 ( 精 裝 )
NT$820
1.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2.臺北帝國大
學 3.工業教育 4.教育史 5.日據時期
528.8352
臺灣工業教育與工程教育發展歷程
概要 / 翁鴻山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發行, 10911 .-- 242 面;
23 公分 .-- (臺灣工程教育史. 1. 第壹
篇) .-- ISBN 978-986-5635-48-0 (精裝)
NT$580
1.工業職業教育 2.職業學校 3.教育
史 4.臺灣 528.8352
農園場管理實習. 下冊 / 洪進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

公司, 10911 .-- 362 面; 26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 ISBN
978-986-5531-25-6 (平裝)
1.農場管理 2.技職教育 528.8451
化工儀器實習. 下冊 / 王文哲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0911 .-- 116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 ISBN 978-9865531-26-3 (平裝)
1.化工裝置 2.測定儀器 3.技職教育
4.教學實習 528.8452
羽球王子. 4, 蓄勢待發 / 李國靖, 蔡詩
中作 ; 疾風社團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超越極限) .-ISBN 978-986-301-982-4 ( 平 裝 )
NT$280
1.體育 2.漫畫 528.9
骨骼與大腦 : 人體動作超解構 / 廣戶
聰一作 ; 龔亭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56-6 (平裝) NT$480
1.運動生理學 528.9012
運動按摩 = Sports massage / 李沛樺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8-5-3 (平裝)
1.運動醫學 2.按摩 528.9013
田徑教學法與研究 / 葉憲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0911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45-9 (平裝) NT$350
1.田徑運動 2.體育教學 528.94
跑步解剖書 / 喬.普利歐, 派翠克.米羅
伊作 ; 郭品纖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3-7 (平裝) NT$420
1.賽跑 2.運動生理學 3.運動醫學
528.946
漢森半程馬拉松訓練法 : 跑出個人
最佳半馬紀錄 / 盧克.漢弗萊(Luke
Humphrey), 凱文.漢森(Kevin Hanson),
凱斯.漢森(Keith Hanson)撰寫 ; 郭宣
含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58) .-ISBN 978-957-13-8455-9 (平裝)
1.馬拉松賽跑 2.運動訓練 528.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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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歷史 1992-2020 / 鄭湯尼, 岡田武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1-0 ( 平 裝 )
NT$350
1.足球 2.運動競賽 3.歷史 4.英國
528.9510941
網球的第貳本書 = Tennis / 巫宏榮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益群書店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全民運動教室 ; 2) .-- ISBN 978-9578632-60-8 (精裝)
1.網球 528.953
潛往東沙環礁 / 楊志仁, 楊清閔撰
文 .-- 初版 .--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 10912 .-- 2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50-32-8 ( 精 裝 )
NT$280
1.潛水 2.海洋生物 3.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 528.962
道宗九宮八卦拳 / 楊樹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318 面; 21 公分 .-- (中華傳統
武術 ; 30) .-- ISBN 978-986-346-320-7
(平裝) NT$40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道家傳統太極拳拳理釋真 / 謝進富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1 .-- 350 面; 21 公分 .- (武學釋典 ; 47) .-- ISBN 978-986-346319-1 (平裝) NT$450
1.太極拳 528.972
千萬不要成為古希臘運動員! : 你絕
對不會想參加的比賽 / 麥可.弗爾德
(Michael Ford)作 ;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 范雅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274-524-3 (精裝)
1.奧林匹克運動會 2.古希臘 3.通俗
作品 528.9822
臺大教授帶你留學日本 / 吳嘉文, 三
木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
社,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6-5 (平裝) NT$250
1.留學教育 2.日本 529.25
美國高中生存指南 / 許捷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社 ,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大好生
活 ; 7) .-- ISBN 978-986-99345-3-4 (平
裝) NT$320

1.留學生 2.學生生活 3.美國
529.2652
中華民國僑生手冊. 中華民國 109 年
版 = Handbook for overseas compatriots
students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生
處編製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 10911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42-6 (平裝)
NT$200
1.僑民教育 529.3
千分之三的意義 : 兩位聽損兒爸爸
一起攜手走過的成長之路 / 謝國樑,
詹斯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生命講堂) .-- ISBN 978957-08-5664-4 (平裝)
1.聽障教育 2.親職教育 3.通俗作品
529.67

禮俗；民族學
*走讀客家世界 / 黃子堯著 .-- 新北市 :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10910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33-3-8 (平
裝) NT$56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文化研究
536.211
臺北客家農場耕種城事 : 客庄 文化
田園學 / 陳菁茹, 張煥鵬撰文採訪 .-第 1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
客家文化基金會, 10912 .-- 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094-2-7 (平裝)
NT$15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社區 4.農村教
育 536.211
徵集影像專輯 : 全國義民祭在新竹
縣. 2020 / 田昭容總編輯 .-- 新竹縣竹
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154 面; 25X26 公分 .-- (文史叢書 ;
176) .-- ISBN 978-986-5421-56-4 (精裝
附光碟片) NT$350
1.客家 2.文化 3.民間信仰 4.新竹縣
536.211
蠻子、漢人與羌族 / 王明珂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81 面; 19 公分 .-- (文明
叢書) .-- ISBN 978-957-14-7020-7 (平
裝)
1.羌族 2.民族史 536.2834
前進泰雅部落大冒險 / 方秋雅文 ; 蝗
蟲哥哥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政

風處, 10912 .-- 32 面; 23 公分 .-- (新北
閱讀好品格系列) .-- ISBN 978-9865462-07-9 (平裝) NT$100
1.泰雅族 2.民族文化 3.漫畫
536.3311
賽德克族神話與傳說 / 田哲益(達西
烏拉彎.畢馬), 余秀娥(Maruta Buyung)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台
灣原住民 ; 68) .-- ISBN 978-986-552989-5 (平裝) NT$400
1.賽德克族 2.神話 3.文化研究
536.3311
Sapulju 臺東新興部落 : 小鳥 Follow
米 / 林志興, 劉瓊蓮撰文 .-- 第一版 .- 臺東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臺東林區管理處,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9-53-7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1.臺灣原住民族 2.排灣族 3.粟 4.臺
東縣金峰鄉 536.3361
達悟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
活用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研究
(正式報告) / 楊政賢, 郭健平, 王靜嫺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
院, 10912 .-- 2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0-1 (精裝) NT$400
1.達悟族 2.民族文化 3.海洋學 4.臺
東縣蘭嶼鄉 536.338
殯葬文書 / 鄭志明, 陳繼成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001 .- 2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9-9 (平裝) NT$260
1.殯葬 2.喪葬習俗 3.文書 538.6
世界美食地圖 / 智慧鳥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0911 .- 128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452316-0 (精裝)
1.飲食風俗 2.世界地理 538.7
中國美食地圖 / 智慧鳥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04 面;
37 公分 .-- (文化大碗公 ; 2) .-- ISBN
978-986-452-317-7 (精裝) NT$680
1.飲食風俗 2.中國 538.782
吃貨們想知道的那些事 : 千古食趣 /
君淮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42) .-- ISBN
978-986-392-337-4 (平裝) NT$420
1.飲食風俗 2.中國 53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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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壽司辭典 / 新庄綾子著 ; 葉韋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6-1 (平裝)
NT$360
1.飲食風俗 2.食譜 3.日本 538.7831
朝鮮牛之味 : 看牛肉如何餵飽一整
個近代韓國 / 金東珍(긴동진)著 ; 蕭
素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296-8 (平裝) NT$320
1.飲食風俗 2.肉類食物 3.牛 4.韓國
538.7832
英雄與英雄崇拜 / Thomas Carlyle 著 ;
何欣譯 .-- 八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001 .-- 358 面; 21 公分 .-- (中華語文
叢書) .-- ISBN 978-986-5512-42-2 (平
裝) NT$450
1.英雄崇拜 2.文化研究 539.5952

社會學
社會學 / 陳月娥編著 .-- 第二十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7-9 (平裝)
1.社會學 540
「服務利他-祥和社會.環境永續」論
壇 / 賴鼎銘等編輯 .-- 初版 .-- 嘉義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
1091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73-0-2 (平裝)
1.社會哲學 2.文集 540.207
吹哨人 / 黃光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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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volution ;
19) .-- ISBN 978-957-13-8481-8 (平裝)
NT$320
1.社會正義 540.21
社會學小辭典 / 陳思緯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08 面; 17 公分 .-- (隨身
讀 系 列 ) .-- ISBN 978-986-5525-19-4
(平裝) NT$360
1.社會學 2.詞典 540.41
香港公眾假期 / 螞蟻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5-8 (平裝) NT$180

1.政治運動 2.社會發展 3.社會史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0.92
誰代表青年?九位青年公共參與者的
法槌 / 吳律德等合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3-4 (平裝) NT$200
1.公民社會 2.社會參與 3.文集
541.07
老屋欣力 : 常民生活場域的文藝復
興 / 梁雯晶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 古都保 存再 生文教 基金會 ,
1091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0236-4-7 (平裝) NT$550
1.文化資產保存 2.歷史性建築 3.臺
南市 541.27
Conservation & Conversation 2020–文
保·日常貳參事 / 李志上等文字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2 .-- 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6-9 (平裝) NT$150
1.文化資產保存 2.文物保存維護 3.
文集 541.2707
創意設計與文化產業國際學術研討
會 論 文 集 . 2020 年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Based Innovation
and Culture. 2020 /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藝創文旅
協會, 109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49-0-4 (平裝) NT$680
1.文化產業 2.創意 3.設計 4.文集
541.2907
反景入深林 : 人類學的觀照、理論
與實踐 / 黃應貴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90
面; 23 公分 .-- (人類學與社會文化叢
書) .-- ISBN 978-957-14-7035-1 (平裝)
1.社會人類學 2.文化人類學 541.3
反送中攝影集 : 年輕的苦難 / 藝家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事
業有限公司, 10911 .-- 1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8-7-8 (平裝)
NT$56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照片集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45
*洗車人家 / 姜泰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4) .-- ISBN 978-986-406-207-2 (平裝)
NT$300
1.社會互動 2.社會心理學 541.6

容身的地方 : 從霸凌的政治學到家
人的深淵,日本精神醫學家權威中井
久夫的觀察手記 / 中井久夫著 ; 李欣
怡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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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習 ; 34) .- ISBN 978-986-99162-8-8 ( 平 裝 )
NT$320
1.霸凌 2.人際關係 3.心身醫學
541.62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陳思緯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18-7 (平裝) NT$600
1.社會心理學 2.人類行為 3.社會環
境 541.75
圖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陳思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52-6 (平裝)
NT$560
1.社會心理學 2.人類行為 3.社會環
境 541.75
集體迷思 : 從心理學角度,透視群眾
的盲目、自欺與暴力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又該如何避免? / 克里斯多福.布
克(Christopher Booker)著 ; 高忠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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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64-2 (平裝)
NT$360
1.集體行為 2.集體共識 541.78
新媒體之發展趨勢與影響 / 陳清河
等作 ; 陳綠蔚, 陳清河, 張國恩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1 .-24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9-6-8 (平裝)
1.傳播產業 2.數位媒體 3.產業政策
4.產業發展 541.83
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 / 盧建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7-8 (平
裝) NT$400
1.封建社會 2.社會風氣 3.女性 4.明
清史 541.94
剝削首爾 / 李惠美著 ; 陳品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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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K 原創 ;
11) .-- ISBN 978-986-179-613-0 (平裝)
NT$350
1.住宅問題 2.韓國首爾市 542.6932
職業訓練概況調查報告. 108 年 / 勞
動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動
部, 10911 .-- 2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1-66-1 (平裝) NT$250
1.職業訓練 2.勞動統計 542.75028
家的僵界 : 歷史視野下的理解與跨
越 / 夏林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
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6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95-7 (平裝) NT$780
1.家庭關係 2.親子關係 544.1
毅齋. 貳 / 劉詩宗主編 .-- 新北市 : 祭
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祭祀公業
法人新北市劉毅齋管理委員會,
10911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34-1-7 (平裝)
1.劉氏 2.宗祠 544.24
陳碩仟家族研究 / 邱春美著 .-- 初
版 .-- 屏東縣鹽埔鄉 : 大仁科技大學
客家研究中心, 10911 .-- 235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6140-51-8 (平裝)
NT$400
1.陳氏 2.家族史 544.2933
好好吵架! : 深入內心,挖出渴望,讓親
密 關 係 再 進 化 / 茱 蒂 . 萊 特 (Judith
Wright), 鮑伯.萊特(Bob Wright)著 ; 蔡
宜容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00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9-8 (平裝) NT$400
1.婚姻 2.衝突管理 544.3
血緣、姻緣, 聚一個好緣 / 林蕙瑛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智慧系列 ; 14) .-- ISBN 978-98699685-0-8 (平裝) NT$300
1.婚姻 2.家庭 3.親子關係 4.兩性關
係 544.3
一個人,你也要活得晴空萬里 / 角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平裝本叢書 ; 第 515 種)(iCON ; 56) .- ISBN 978-986-99611-6-5 ( 平 裝 )
NT$350
1.戀愛 2.生活指導 544.37
真愛必須講究,別讓自己將就 : 讓好
男人變鐵粉的追愛 SOP,談一場可以

持續到天長地久的戀愛吧! / 神崎
Meri 著 ; 胡汶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5-99 (平裝) NT$35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迎接超高齡 : 熟齡人生幸福提案 / 周
傳久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02-7 (平裝)
1.老年 2.生活指導 3.老人福利
544.8

被埋沒的足跡 : 中國性別史研究入
門 = Chinese gender history / 小濱正子
等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
行, 10911 .-- 5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0-426-9 (平裝) NT$790
1.性別研究 2.女性 3.歷史 4.文集 5.中
國 544.59207

高年級法律課 : 律師與您分享晚年
必備的法律知識 / 陳佑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96 面; 21 公分 .-- (思法
苑) .-- ISBN 978-957-14-7012-2 (平裝)
1.老年 2.法律 544.8

性別化創新作為科技性別主流化新
技術 / 蔡麗玲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041 (平裝) NT$300
1.性別平等 2.科技業 544.7
當王國逐漸天亮 / 徐立真, 許博凱, 簡
逸君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10911 .-211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787-0-5 (平裝) NT$300
1.性別平等 2.多元文化 3.通俗作品
544.7
小女生身體的祕密 : 女生一定要看
的正確性知識 / 安明玉作 ; 黃美娜插
畫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5 公分 .- (校園心情 ; 23) .-- ISBN 978-957-521447-0 (平裝) NT$300
1.性教育 2.青春期 3.女性 544.72
向夕陽敬酒 : 生命深秋時的智慧筆
記 / 王浩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有
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7) .-ISBN 978-986-99530-9-2 ( 平 裝 )
NT$380
1.老人學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44.8
好好變老 : 自在享受 55 個身心靈的
微變化 / 平松類著 ; 胡慧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
分 .-- (身體文化 ; 161) .-- ISBN 978957-13-8471-9 (平裝) NT$330
1.老化 2.老年心理學 3.中老年人保
健 544.8

日子過得美,生活就會好 : 薇姐張郎
的 50+豐盛日記 / 張薇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有方之
美 ; 6) .-- ISBN 978-986-99686-0-7 (平
裝) NT$320
1.退休 2.生活指導 3.生涯規劃
544.83
不窮不病不無聊 : 施昇輝的第三人
生樂活提案 / 施昇輝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焦點 ;
15) .-- ISBN 978-957-9054-76-8 (平裝)
NT$340
1.退休 2.生活指導 3.生涯規劃
544.83
找個理由來退休 : 夏韻芬富樂中年
學 / 夏韻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04
面; 23 公分 .-- (商業思潮 ; 111) .-ISBN 978-986-398-632-4 ( 平 裝 )
NT$430
1.退休 2.理財 3.生活指導 544.83
親愛的人生 : 關於醫療、老年及照
護 的 思 辨 / 凱 倫 . 希 區 考 克 (Karen
Hitchcock)著 ; 劉思潔譯 .-- 初版 .-[臺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7-3-2 (平裝) NT$350
1.老人養護 2.老人福利 544.85
秘密據點 : 地方工作者的地下事務
所 / 董淨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36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3) .-- ISBN
978-986-98980-3-4 (平裝) NT$350
1.社區發展 2.產業發展 3.創意 4.文
集 545.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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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古成跡 歷史社區 .-- 基隆市 : 基隆
市中山區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10911 .- 141 面; 21 公分 .-- (109 年度基隆市
中山區公所社區營造計畫) .-- ISBN
978-986-99781-0-1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訪談 3.歷史 4.基
隆市中山區 545.0933/105
南方隅 = Pingtung : searching for pure
happiness in Pingtung communities / 侯
千絹, 王瓊瑩撰文 .-- 屏東市 : 屏東縣
政府, 109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6-76-7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屏東縣
545.0933/135
海峽兩岸城市管理論文集. 2020 / 劉
廣珠, 莊睦雄編著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中華城市管理學會, 10911 .-- 2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70-1-2 (平
裝)
1.都市發展 2.行政管理 3.兩岸關係
4.文集 545.107
OPEN C-LAB 打開空總 : 都市採礦、
實 驗 構 築 、 環 境 藝 術 = Urban
Mining,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art / 劉舜仁等撰文 ; 賴
香伶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總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600-4-1 (平裝) NT$750
1.都市計畫 2.環境藝術 3.公共建築
4.文集 545.14
竹科 40 : 突圍世界的領跑者 / 王仕琦
等作 ; 文仲瑄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6-15-5 (平裝)
1.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545.2
我想守護的你 : 虎尾眷村的抗戰回
憶 / 陳小雅漫畫 .-- 初版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78-4 (平裝)
NT$200
1.眷村 2.空軍 3.回憶錄 4.漫畫
545.4933
虎尾眷村聚落建築群(建國一村)第
一期景觀工程工作紀錄 / 雲林縣政
府文化觀光處, 築埕規劃設計顧問有
限公司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367 面; 30 公
分 .-- (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 第六

輯) .-- ISBN 978-986-5425-66-1 (平裝)
NT$500
1.眷村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雲林縣虎尾鎮 545.4933
給我翅膀 : 虎尾建國眷村 = Flying
with me : Huwei jianguo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 林聖硯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8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4-7 (平裝) NT$350
1.眷村 2.空軍 3.歷史 4.雲林縣虎尾
鎮 545.4933
遙望空際的農村眷村 : 虎尾建國眷
村老照片專輯(1950-1990) / 李依倪,
魯紜湘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 林 縣政 府 , 10912 .-- 90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753 (平裝) NT$250
1.眷村 2.歷史 3.照片集 4.雲林縣虎
尾鎮 545.4933
農村百 WAY 與農共好 / 蔡宇珊, 胡
瑋珊, 葛晶瑩撰文 .-- 南投市 :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12 .-- 25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11 (平裝)
1.農村 2.社區發展 3.產業發展
545.5
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實踐 :
困境與出路 / 白倩如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46-3-1 (平裝) NT$250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工作(含概要) / 陳思緯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21-7 (平裝) NT$660
1.社會工作 547
社會福利服務 : 輸送及倡導 / 林勝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54-0 (平裝)
NT$490
1.社會福利 2.社會服務 547
說故事的人 / 陳怡伶, 王純瑾, 蘇哲民,
吳曉紅, 鄭茹菁, 黃子嫻, 蔡素美, 張
素玉, 黃玉櫻, 林瑋馨, 謝玉珠, 彭鳳
英, 楊欣樺, 林綺紅, 蔡素玲, 林美宏,
顏吟修, 邱麗雲, 卜堉慈, 張玉梅, 陳
美蓮, 李佩倫, 胡青青, 何淑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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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6-1 (第 1 卷:平裝)
1.志工 2.通俗作品 547.16
護水十年 臺灣更美 : 防汛護水志工
十週年紀念冊 / 陳肇成總編輯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1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05-4 (平
裝) NT$360
1.經濟部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服務
隊 2.志工 547.16
當代社區工作 : 計畫與發展實務 / 李
易駿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00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7-3 (平裝)
1.社區工作 547.4
兒盟瞭望. 13, 偕伴育兒 / 黃韻璇, 呂
佳育, 邱靖惠, 朱崇信, 蕭莊全, 沈寶
莉, 楊丹琪, 高小帆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 10912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886-6-9 (平裝)
1.兒童福利 2.文集 547.5107
少子化 : 社會福利的挑戰與回應 / 郭
俊巖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松慧有
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7599-95-7 ( 平 裝 )
NT$250
1.社會福利 2.人口問題 3.臺灣
547.633
新實踐 大共好 : 桃園社企打造幸福
生態系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青年
事務局, 10912 .-- 96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463-11-3 ( 平 裝 )
NT$350
1.社會企業 2.創業 3.桃園市
547.933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 野生動物
人道運送指南 = Implementation guide :
wildlife humane transport / 台灣動物園
暨水族館協會作 .-- 臺北市 : 台灣動
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1091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96-0-3 (平裝)
1.野生動物 2.運輸 3.指南
548.38026
消費者保護法判決函釋彙編. 第二十
輯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911 .-- 4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96 (精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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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費者保護法規 2.判例彙編
548.39023
消費者保護法規彙編 / 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編 .-- 修正六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 10912 .-- 95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57-45-7 (平裝) NT$30
1.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屏東縣東港鎮龍樹王公慈善會 :
「手心向下是助人-與東港龍樹王公
對話」 / 潘建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7-1591 (平裝)
1.屏東縣東港鎮龍樹王公慈善會
548.4933
跨境犯罪 : 電信詐騙專書 / 許華孚,
黃光甫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
品文化出版社, 10912 .-- 576 面; 23 公
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8699400-2-3 (平裝) NT$550
1.犯罪學 2.組織犯罪 3.犯罪行為
548.5
性侵害防治易讀手冊(合訂版) / 余姍
瑾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91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5-9 (平裝)
1.性侵害 2.犯罪防制 3.手冊
548.544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一 0 八
年 : 2019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 法務部
司法官學院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12 .-- 5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5-0 (平裝)
NT$200
1.犯罪統計 548.55
當代犯罪預防與警政策略 / 孫義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75-5 (平裝)
NT$300
1.犯罪防制 2.警政 548.56
禁 止酷 刑公約 研討 會實錄論 文集 .
2020 年 / Pavel Doubek, 呂炳寬, 黃翠
紋, 孟維德, 章光明作 ; 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0912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8-9 (平裝) NT$450
1.刑罰 2.文集 548.70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 陳思
緯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7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17-0 (平裝)
NT$680
1.社會政策 2.社會福利 549.1

經濟
萬物的價值 : 經濟掠食者如何奪取
生產者的獲利 /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著 ; 鄭煥昇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8 面; 21 公
分 .-- (Next ; 280) .-- ISBN 978-957-138448-1 (平裝) NT$580
1.經濟學 2.資本主義 550
*極端不確定性 / 約翰.凱(John Kay),
莫文.金恩(Mervyn King)著 ; 洪慧芳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 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32-6 (精裝) NT$680
1.經濟學 2.決策管理 550
經濟學 / 謝振環著 .-- 8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52 面; 26 公分 .-- 精簡本 .-- ISBN
978-986-5522-31-5 (平裝)
1.經濟學 550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4 / 汪君
珆, 程麗弘, 邱俞寧, 王俊元, 曾杰玉,
鄭作林, 施吟靜, 周佩蓁, 張建成, 趙
仁方, 陳皇志, 王靜逸, 陳豐文, 張雅
婷. 劉振宇, 李金靖, 李岳壇, 林震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
社,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59-8-2 (平裝)
1.綠色經濟 2.永續發展 3.個案研究
4.文集 550.16367
15 招市場搶灘法 / 周紹賢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1 .-- 160 面; 23 公分 .-- (財經
企管 ; 1) .-- ISBN 978-986-99637-5-6
(平裝) NT$180
1.市場經濟 2.市場分析 550.18
多彩經濟路 / 楊雅惠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11 .-- 3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2-9-4 (平裝) NT$450
1.經濟學 2.文集 550.7
世界經濟一萬年 : 從石器時代到貿
易戰爭,我們的經濟是如何成形? / 菲
利浦.科根(Philip Coggan)著 ; 陳珮榆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堡壘文化,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亞當斯密 ; 8) .-- ISBN
978-986-99410-6-8 (平裝) NT$650
1.經濟史 2.世界史 550.9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與實踐 / 趙德武, 尹慶雙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41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4-6 (平
裝) NT$750
1.經濟發展 2.經濟社會學 3.中國大
陸研究 550.92
數商 : 向阿里巴巴前副總裁學習數
據時代的生存商數 / 涂子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
分 .-- (next ; 282) .-- ISBN 978-957-138463-4 (平裝) NT$460
1.資訊經濟學 2.大數據 551.49
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 / 托馬斯.斯坎
倫(Thomas M. Scanlon)著 ; 盧靜譯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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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44-846-4 (平裝)
NT$360
1.分配 2.平等 3.社會問題 551.8
*中國鐵道沿線經濟調查資料兩種 /
鐵路部財務司編著 .-- 再版 .-- 高雄
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海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43-4 (平裝)
NT$450
1.經濟發展 2.交通經濟 3.史料 4.中
國 552.2
*東北經濟小叢書兩種 / 東北物資調
節委員會研究組編 .-- 再版 .-- 高雄
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海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14-340-3 ( 全 套 : 平 裝 )
NT$1000
1.區域經濟 2.經濟發展 3.中國
552.28
二地居 : 地方創生未來式 / 林承毅,
謝其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工作生活 ; 85) .- ISBN 978-986-525-009-6 ( 平 裝 )
NT$40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臺
灣 5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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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0 年
版 =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 中華
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 臺北
市 :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2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351-6-2 (精裝) NT$9500
1.企業聯營 2.集團企業 3.臺灣
552.33
越南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 孫國
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748-1-3 (平裝)
NT$540
1.經濟發展 2.政治經濟分析 3.越南
552.383
委內瑞拉發展模式 : 查維茲的政經
實驗 / 黃富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034 (平裝)
1.政治經濟 2.政治發展 3.委內瑞拉
552.575
工業人的未來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 陳琇玲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師彼得.杜拉克
全集 ; 2) .-- ISBN 978-986-99139-9-7
(精裝) NT$400
1.經濟政策 2.工業政策 3.保守主義
553.1
公平交易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362-5 ( 平 裝 )
NT$320
1.公平交易法 2.個案研究 553.433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 土地法
第 34 條之一 / 高欽明編著 .-- 十五
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448 面; 21 公分 .-(永然地政系列 ; 19) .-- ISBN 978-957485-489-9 (平裝) NT$480
1.土地法規 2.論述分析 554.133
擘 劃 高 雄 : 開 發 百 分 百 = Land
development of Kaohsiung City / 鄭珮吟
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地政局, 10911 .-- 256 面; 21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6-35-5 (平裝)
1.土地開發 2.土地行政 3.高雄市
554.56

用 水 統 計 年 報 彙 編 . 108 年 =
Compilation
of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 啟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0912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4-1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2.給水工程 3.調查統
計 554.61
多元水源智慧調控. 3 : 巨量資料分析
及動態調控模式 = Smart allocation of
multiple water resources 3 : big data
analysis and dynamic deployment mode /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 10912 .-- 5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09-2 (平裝)
NT$15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各 標 的 用 水 統 計 年 報 . 108 年 =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report for
2019 / 啟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3-4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2.給水工程 3.調查統
計 554.61
省水標章管理查核計畫. 109 年 / 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6-6 (平
裝)
1.水資源管理 2.能源節約 554.61
省水標章標準及檢測項目檢討與新
增產品項目評估. 109 年 /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0912 .-- 21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088-0 (平裝)
1.水資源管理 2.能源節約 554.61
機關學校常態節水及績優選拔計畫.
109 年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
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7-3 (平裝)
1.水資源管理 2.能源節約 554.61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 : 附國土計
畫實務探討與估價應用 / 邢進文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50-2 ( 平 裝 )
NT$720

1.不動產 2.不動產業 3.土地開發
554.89
包租公秘笈寶典 / 張靈之, 張明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05-613-9 (平裝) NT$35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第一次買房包租就成達人 : 初階版 /
劉宸宇著 .-- 第一版 .-- 桃園市 : 劉宸
宇, 10912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4-1 (平裝)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照法規全
集 / 蔡國委彙編 .-- 第三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7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48-37 (平裝) NT$800
1.房地產法規 2.土地法規 3.地政士
4.考試指南 554.89023
兩岸房地產法比較研究. 二, 都市更
新法律 =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ross
strait real estate law. II / 謝哲勝等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344 面; 23 公分 .-- (台
灣法學基金會叢書 ; 32) .-- ISBN 978957-511-449-7 (平裝) NT$520
1.不動產業 2.房地產法規 3.比較研
究 554.89023
台灣工程技術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的
挑戰 / 林俊華等作 ; 陳綠蔚等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17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659-5-1 (平裝)
1.工程 2.工業技術 3.產業發展
555.133
工業安全管理經典題庫解析 / 劉永
宏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2-3 (平
裝)
1.工業安全 2.工業管理 555.56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過關寶典 / 劉永
宏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09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3.法規
555.56023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
要 論 文 集 . 202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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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CSSMET2020
(final
program and abstracts) / 汪楷茗, 何漢
彰, 紀人豪, 楊志遠編輯 .-- 初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
鳳科技大學, 10911 .-- 180 面; 29 公
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5931-37-7 (平裝) NT$300
1.工業安全 2.工業管理 3.工業技術
4.文集 555.5607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ICSSMET2020)
/ 汪楷茗, 何漢彰, 紀人豪, 楊志遠編
輯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吳鳳學
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10911 .-冊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5931-38-4 (第 1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5931-39-1 (第 2 冊:平
裝) NT$800
1.工業安全 2.工業管理 3.工業技術
4.文集 555.5607
*上海之工業 / 上海市社會局編 .-- 再
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
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3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345-8 (平裝) NT$500
1.工業史 2.產業發展 3.上海市
555.92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 2020 : 疫後
發展觀光振興地方產業 = Proceeding
o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 develop
tourism and revitalize local indust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 環球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
市 :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1751-1 (平裝) NT$300
1.區域經濟 2.產業發展 3.文集 4.亞
洲 555.9307
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 : 人人平等
的社會核心價值,透過新政治與勞動
體制變革,驅動創新經濟 / 凱薩琳.瑟
倫(Kathleen Thelen)著 ; 盧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
合, 1091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2-2-9 (平裝) NT$450
1.勞動政策 2.勞資關係 3.勞動市場
556

為生活分憂 : 案例圖解教你合法聘
僱移工 : 移工合法聘僱最佳手冊. 109
年度 / 吳仁煜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911 .-- 1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2-024 (平裝)
1.勞動政策 2.外籍勞工 556.1
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 109 年 /
勞動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
動部, 10912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1-99-9 (平裝) NT$250
1.勞動力統計 2.移工 3.調查統計
556.5028
勞動事件法概要 : 案例式探討 / 陳業
鑫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11-450-3 ( 平 裝 )
NT$45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556.84
勞動實務問題 Q & A / 沈孟璇, 黃超
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05-8 (平裝) NT$38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556.84
電動公車示範計畫執行績效分析與
推動策略支援應用. (1/2) / 周諺鴻, 陳
柏君, 林幸加, 曹晉瑜, 周宏儒, 黃惠
珮, 劉均勵, 吳東凌, 張益城, 陳國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10912 .-- 4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5-3 (平裝) NT$480
1.大眾運輸 2.公車 3.運輸管理 557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決策支援系
統功能擴充與維運 / 陳柏君, 林恩德,
曾依蘋, 周諺鴻, 黃于真, 沈柏緯, 鄭
正元, 吳姿瑩, 陳尉雯, 黃仲瑋, 陳敏
寬, 林子倫, 廖亭瑋, 王彥婷, 曾佩如,
朱珮芸, 楊智凱, 李佳玲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912 .- 3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4-6 (平裝) NT$500
1.運輸管理 2.能源節約 3.決策支援
系統 557
自駕車運用於次世代運輸系統之發
展策略研究計畫 / 陳文正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1 .-- 3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22 (平裝) NT$355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3.汽車駕駛
4.自動化 557.15

旅 行 護 照 . 鐵 道 篇 = Taiwan travel
passport / 楊鵬飛等圖文 .-- 初版 .-- 臺
中市 : 台灣鐵道故事館有限公司 ,
10912 .-- 31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733-0-4 (平裝)
1.鐵路 2.電車 3.臺灣 557.2633
學會在林鐵放空 / 葉金鳳, 楊富鵬插
圖設計 ; 楊雨琳, 葉汶珊, 林志庭文字
編撰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文化
觀光局, 10911 .-- 6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55-8 (平裝)
1.鐵路 2.人文地理 3.照片集 4.阿里
山 557.2633
臺灣公路巴士系列. 第二冊, 金馬號
(1959-1987) = Taiwan highway buses
series. volume two / 錢大群, 劉金泉, 鄭
安廷編著 .-- 臺北市 : 錢大群,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3-4 (精裝) NT$600
1.客運 2.車輛 3.交通史 4.臺灣
557.345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年 報 . 108 年 度 =
Annual report of highway public
transportation. 2019 / 黃運貴總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11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1-5 (平裝) NT$280
1.公路管理 2.運輸規劃 3.期刊
557.34505
海 事 處 置 專 書 = Ocean affairs : 14
practical articles in maritime / 邱文彥等
作 ; 施義哲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7-43-3 (平裝)
NT$450
1.海事安全合作 2.國際海事公約 3.
個案研究 557.49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 活動記要特
刊. 第八屆(2016.7-2019.6) =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Federation activity
reports July 2016-June 2019 / 陳友安等
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
會, 1091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63-2-1 (精裝) NT$1200
1.集郵 557.645
郵學演講集. 二 0 二 0 年度 .-- 新北
市 : 美國中華集郵會臺灣分會,
10912 .-- 284 面; 26 公分 .-- 第 29 冊
(2020 年度) .-- ISBN 978-986-91298-62 (平裝)
1.集郵 2.文集 557.6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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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動六 0 :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六十週
年紀念專刊 = Sound in motion : 60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radio /
廖智賢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教育廣
播電臺, 10911 .-- 10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61-27-0 (平裝)
1.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557.76
打開電視 : 看見臺灣電視產業文化
性資產 / 曾吉賢等作 .-- 臺中市 : 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184-0 (精裝)
NT$250
1.電視產業 2.產業發展 3.臺灣
557.77933
給新鮮人的第一本航空產業專書 /
徐端儀等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66-3 (平裝) NT$380
1.航空運輸管理 2.航空勤務員
557.93
貿易證照檢定實務 / 劉正松, 陳美芳,
林曼莉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
空中大學, 11001 .-- 4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27-0-2 ( 平 裝 )
NT$500
1.國際貿易 558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學術與實務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0 年 第 一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empirical conference of
commerce & art literature in Taiwan / 台
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編著 .-初版 .-- 高雄市 :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
文研究學會, 11001 .-- 200 面; 22 公
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986-99795-0-4 (平裝)
1.國際貿易 2.人文學 3.文集 558.07
海上傭兵 : 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
爭、貿易與海盜 / 鄭維中著 ; 蔡耀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450 面; 23 公分 .-- (Belong ; 7) .-- ISBN
978-986-99381-6-7 (平裝) NT$480
1.國際貿易史 2.東亞 558.093
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第二十屆 / 王震宇等合著 ; 楊光
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
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10911 .-- 590 面; 22 公分 .-- (國際經貿

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學術叢書 ;
21) .-- ISBN 978-986-98602-5-3 (精裝)
1.國際貿易協定 2.貿易政策 3.文集
558.607

財政；金融；投資

小兔子學理財. 2, 小兔子學花錢 / 辛
德 斯. 麥 克 勞 德(Cinders McLeod) 文.
圖 ; 顏銘新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7 公分 .-- (知識繪本館)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03-710-9 (精裝)
1.理財 2.生活教育 3.繪本 563

*別人怎麼賺錢,是你不會的 / 黃啟團
(團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2 公分 .-- (Vision ; 203) .-- ISBN 978986-406-208-9 (平裝) NT$370
1.金錢心理學 2.財富 3.成功法
561.014

小兔子學理財. 3 : 小兔子學存錢 / 辛
德 斯. 麥 克 勞 德(Cinders McLeod) 文.
圖 ; 顏銘新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7 公分 .-- (知識繪本館)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03-711-6 (精裝)
1.理財 2.生活教育 3.繪本 563

*中國近代幣制問題彙編 / 陳度編
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
版 : 學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14-3410 (全套:平裝) NT$3600
1.貨幣史 2.貨幣制度 3.史料 4.中國
561.092

小兔子學理財. 4 : 小兔子學捐錢 / 辛
德 斯. 麥 克 勞 德(Cinders McLeod) 文.
圖 ; 顏銘新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7 公分 .-- (知識繪本館)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03-712-3 (精裝)
1.理財 2.生活教育 3.繪本 563

洗錢防制 : 國際評鑑與風險治理 / 蔣
念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55-8 ( 平 裝 )
NT$450
1.洗錢防制法 561.2

世界大師財源滾滾的秘密 / 杜云安
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4-0 (平裝) NT$199
1.個人理財 2.財富 3.成功法 563

歐盟銀行聯盟的理論與政策 = The
EU banking union : theories and policies
/ 洪德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
大學發行,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0-429-0 ( 平 裝 )
NT$720
1.歐洲聯盟 2.銀行業 3.銀行制度
562
誰搶了我的金飯碗? : 5G 的金融業 vs.
非金融業大戰 / 顏長川著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5-7 (平
裝) NT$350
1.金融業 2.電子商務 3.產業發展
562.19
小兔子學理財. 1, 小兔子學賺錢 / 辛
德 斯. 麥 克 勞 德(Cinders McLeod) 文.
圖 ; 顏銘新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7 公分 .-- (知識繪本館)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03-709-3 (精裝)
1.理財 2.生活教育 3.繪本 563

*拒當下流老人的退休理財計劃 / 股
素人,卡小孜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凱
達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257-4-8 (平
裝) NT$390
1.理財 2.生涯規劃 3.退休 563
金錢的真理 : 35 歲後不再為錢工作,
邁向財務自由,「秒賺一億的男人」
的 34 個致富心法 / 與澤翼著 ; 黃薇
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59-2-8 (平裝)
1.個人理財 2.財富 3.成功法 563
負翁,富翁 : 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
談舉債經營的藝術 / 崔英勝, 李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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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514-7 (平裝) NT$299
1.理財 2.投資 563
單身經濟學 : 就算情場失利,我財務
上比誰都得意 / 崔英勝, 吳為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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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912 .-- 27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24-6 (平裝)
NT$360
1.個人理財 563
當代財經大師的理財通識課 : 21 招
理財建議教你過上一個不缺錢的人
生 / 喬納森.克雷蒙(Jonathan Clements)
著 ; 梁東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36-5-7 (平裝)
NT$320
1.個人理財 2.投資 563
公益信託 2.0 /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
同業公會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2-1 (平裝)
1.公益信託 563.3
*外人在華投資資料六種 / 張肖梅等
編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14-3427 (全套:平裝) NT$1400
1.投資 2.外資 3.中國 563.5
從法官視角看內線交易 / 王國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54-1 (平裝) NT$350
1.證券法規 2.內線交易 3.論述分析
563.51
我為什麼敢大膽買進暴跌股,挑戰獲
利 300% : 巴菲特心法完全實踐者的
投資告白 / 張明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14-2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證券市場 3.美國
563.53
技術分析讓我從八萬賺到億 / 趙國
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
版社,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18-4-5 (平裝) NT$49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我畢業 3 年,用 K 線佈局賺到一台特
斯拉 : 3 步驟跟著大戶走,10 天賺到
30%! / 劉宇玹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0911 .-- 224 面; 23 公
分 .-- (Money ; 39) .-- ISBN 978-9865564-06-3 (平裝) NT$36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社畜的財務自由計畫 : 最強脫魯傳
說!每天 30 分鐘,3 年賺 30 億 / 遊牧
民(유목민)著 ; 蔡佩君譯 .-- 初版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4-0 (平
裝) NT$4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個人理財
563.53

學會穩收息 養出我的搖錢樹 : 比存
股簡單、比 0050 穩健,年年賺進穩定
現金流 / MissQ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97-9-8 ( 平 裝 )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4.個人理財 563.53

股票作手回憶錄 / 愛德溫·勒弗佛
(Edwin Lefèvre)著 ; 真如譯 .-- 三版 .-臺北市 :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92 面; 21 公分 .-- (寰宇智慧
投資 ; 451) .-- 經典新校版 .-- ISBN
978-986-99330-4-9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證券投資分析實驗 : 以中國為例 / 唐
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8-4 (平裝) NT$350
1.證券投資 2.投資分析 3.中國
563.53

股票專家的線圖攻略加速獲利法 /
吳家俊作 .-- 四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2-5 (平裝)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讓散戶賺起來 : 12 萬就能開始,4 項
選股指標、一套 SOP,年賺 15%的獲
利公式 / 菲爾.湯恩(Phil Town)著 ; 劉
奕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3-3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4.個人理財 563.53

股票當沖 VS 無本生意 / 陳霖(秋榮)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奇霖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531-9-5 ( 平 裝 )
NT$498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看波段 抓飆股 : 廖崧沂教你不求人
的 K 線賺錢術 / 廖崧沂著 .-- 初版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投資
贏家系列 ; 46) .-- ISBN 978-957-905477-5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做自己的操盤手 : 紀律執行 / 陳建達
口述 ; 洪可容執筆 .-- 臺南市 : 府城
舊冊店,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5666-0-5 ( 平 裝 )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圖解慢賺的修練 / 錢世傑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5-4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誰是你最好的教練 : 37.8 倍的複利創
造永續附加價值 / 陳文城著 .-- 臺北
市 : 誌成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3 公分 .-- (企管銷售 ; 44) .-- ISBN
978-986-99302-0-8 (平裝) NT$320
1.保險業 2.保險仲介人 3.職場成功
法 563.7
*財產保險. II, 汽車、工程、責任及
其他保險 / 楊誠對著 .-- 修訂十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 10911 .-- 4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10-5-7 (平裝) NT$600
1.財產保險 563.75
政府採購法修訂與落實之研討 / 邱
雅文等作 ; 陳綠蔚, 邱雅文主編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9-75 (平裝)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赤字迷思 : 現代貨幣理論和為人民
而生的經濟 / 史蒂芬妮.凱爾頓
(Stephanie Kelton)著 ; 蔡宗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5-7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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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80 .-- ISBN 978-957-8567-77-1 (精
裝) NT$550
1.國家財政 2.貨幣經濟學 3.財政赤
字 4.財政政策 5.美國 565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彙編 / 第三次
全國財政會議秘書處編 .-- 再版 .-- 高
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海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4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14-344-1 (平
裝) NT$700
1.財政史 2.民國史 3.史料 565.33
西哩花拉夢遊記 / 高雄紙芝居創藝
劇團團隊圖.文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雄 市 稅 捐 稽 徵 處 , 10912 .-- 36 面 ;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5-02-5 (平裝)
1.租稅教育 2.繪本 567
誰偷走了他們的青春 / 趙凱昕, 張美
盈, 于毅聖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大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7-1-2 (平
裝) NT$250
1.稅務行政救濟 2.個案研究 567.01
稅捐稽徵法令彙編. 109 年版 / 財政
部法制處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政部,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16-4 (精裝) NT$350
1.稅法 567.023
土地稅攻略本 / 甄慧編著 .-- 十版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20-0 (平裝) NT$420
1.土地稅 567.24
貨物稅菸酒稅法令彙編. 109 年版 /
財政部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財政
部, 10912 .-- 5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5-15-7 (精裝) NT$350
1.貨物稅 2.菸酒稅 3.稅法
567.82023
*中國關稅問題資料四種 / 陳向元等
編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
10911 .-- 冊 .-- ISBN 978-957-614-3397 (全套:平裝) NT$1400
1.關稅 2.歷史 3.中國 568.72

政治
利 維 坦 / 湯 瑪 斯 . 霍 布 斯 (Thomas
Hobbes)著 ; 莊方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8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32) .-- ISBN 978-986-522-379-3
(平裝) NT$500
1.政治思想 2.國家理論 570.1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下卷, 從工業革命
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
敗 /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作 ; 林麗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88 面; 21 公分 .-- (Next 叢
書 ; 278) .-- ISBN 978-957-13-8451-1
(平裝) NT$780
1.政治學 2.比較政治 3.歷史 4.全球
化 570.9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上卷, 從史前到法
國 大 革命 / 法蘭西斯. 福 山(Francis
Fukuyama)作 ; 黃中憲, 林錦慧譯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24 面; 21 公
分 .-- (Next 叢書 ; 277) .-- ISBN 978957-13-8403-0 (平裝) NT$720
1.政治學 2.比較政治 3.歷史 570.9
疆 界 、 主 權 、 法
=
Border,sovereignty,law / 卡爾.施密特
(Carl Schmitt)等作 ; 林芳如等譯 ; 林
淑芬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交
通大學出版社, 10911 .-- 258 面; 21 公
分 .-- ( 亞 洲 現 代 性 與 批 判 思 想 系
列) .-- ISBN 978-957-8614-49-9 (平裝)
NT$350
1.國家 2.政治思想 3.文化研究 4.亞
洲 571.107
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 / 徐文立編纂 .- 臺北市 :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6921-6-8 ( 平 裝 )
NT$360
1.民主政治 2.政治思想 3.民主主義
571.6
公務員懲戒制度相關論文彙編. 第 7
輯 /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091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6-1 (精裝) NT$400
1.公務人員獎懲 2.文集 572.4707
文書及檔案管理資訊化法令彙編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 10912 .-- 229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57-47-1 ( 平 裝 )
NT$100

1.文書處理 2.公文處理 3.檔案管理
4.檔案數位化 572.97
兩岸情勢與區域安全前瞻. 2020 / 張
淳美等作 ; 劉文斌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
誌社, 10911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9-9 (平裝) NT$330
1.兩岸關係 2.區域安全 3.中國大陸
研究 4.文集 573.09
新思維新方向 : 如何考選現代政府
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會議實錄 /
考選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考選部,
10911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71-5 (平裝)
1.國家考試 2.公務人員 3.考試制度
4.會議 573.44
內政概要. 中華民國 109 年 = 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2020 / 內政部統計處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091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4-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1.內政部 573.561
榮民服務工作報告書. 109 年版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10912 .-- 2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7-51-8 ( 平 裝 )
NT$650
1.退役軍人 2.輔導機構 573.57
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 108 年 / 立
法院大事記編輯委員會編輯 .-- 第 1
版 .-- 臺北市 : 立法院, 10911 .-- 冊 .-ISBN 978-986-5454-69-2 (全套:精裝)
NT$1300
1.立法院 2.年表 573.66
大脫鉤 : 中國是文明海洋中的孤島 /
余杰著 .-- 臺北市 : 亞太政治哲學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21-5-1 (平裝)
NT$480
1.中國大陸研究 2.中美關係 574.1
在民族靈魂的遠處 / 高亞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10912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9265-4-6 (平裝) NT$450
1.中國大陸研究 2.政治制度 3.民主
政治 574.1
*越南政府與政治 / 梁錦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61

司, 10911 .-- 2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48-0-6 (平裝) NT$420
1.政治發展 2.越南 574.383
脫歐 : 英國的抉擇 / 黃琛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2-368-7 ( 平 裝 )
NT$400
1.英國政府 2.公民投票 3.民主政治
4.國家發展 574.41
南投縣政府重要紀事. 2019 = Nantou
county government / 林琦瑜總編輯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0912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51-6 (平
裝)
1.公共行政 2.南投市 575.33/119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
會. 2020 年第 23 屆 : 網路犯罪與跨域
資安治理論文集 / 高信雄等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 10911 .-- 150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8280-5-5 ( 平 裝 )
NT$150
1.警政 2.警政資訊系統 3.文集
575.807
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年 /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
察學系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
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 109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80-62 (平裝)
1.外事警察 2.警政 3.論述分析 4.文
集 575.8307
出動!英勇消防隊 / 鎌田步文.圖 ; 黃
惠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32 面; 25 公分 .-- (精選圖
畫書) .-- ISBN 978-986-5503-92-5 (精
裝) NT$320
1.消防教育 2.繪本 575.87
精進水庫集水區長期雨量預報暨科
學 化 流 量 預 報 = A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ong-term
rainfall and inflow forecasting for
reservoir watersheds /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
展基金會, 楊道昌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 10911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97-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700

1.防災工程 2.乾旱 3.氣候預測 4.決
策支援系統 575.87
警報暨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Fire
alarm and evacuation equipment system /
邱晨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
法人台灣公安學會, 10911 .-- 5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897-4-4 (平
裝) NT$625
1.消防安全 2.消防設施 575.875
僑務委員會年鑑. 108 年度 =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19 yearbook / 童振源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 10911 .-- 1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41-9 (平裝)
NT$450
1.僑務 2.行政 3.年鑑 577.21058
「後新冠疫情下國際與臺海形勢」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Situa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
中心, 國家圖書館, 中共研究雜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法務部調查局出版 : 中共研究雜
誌社,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發行,
10912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0-5 (平裝) NT$300
1.國際關係 2.兩岸關係 3.傳染性疾
病 4.文集 578.07
全球大起義 : 遍地開花的反全球化
抗爭 / 納達夫.埃尤爾(Nadav Eyal)著 ;
胡宗香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BCCF0422P) .- ISBN 978-986-398-630-0 ( 平 裝 )
NT$550
1.國際關係 2.國際衝突 3.全球化
578.1
*庫德的勇氣 : 庫德族人追求和平與
獨立的故事,以及一段跨國界的台庫
情緣 / 許善德(Zanst Othman), 陳鳳瑜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2) .- ISBN 978-986-5524-33-3 ( 平 裝 )
NT$420
1.中東問題 2.國際衝突 3.民族文化
578.1935
外交年鑑. 中華民國 108 年 / 外交部
編 .-- 臺 北 市 :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部 ,

10912 .-- 7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7-28-1 (精裝)
1.中華民國外交 2.年鑑 578.2058

ISBN 978-986-5457-44-0 ( 精 裝 )
NT$400
1.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
見 /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1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722 (平裝) NT$150
1.人權 2.國際公約 579.27

港澳事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會編
著 .-- 第 15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員
會, 10912 .-- 3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8-9 (平裝) NT$60
1.兩岸關係 2.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臺東縣 CEDAW 宣導教案 / 林春鳳等
著 .-- 1 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0912 .-- 2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42-4 (平裝)
1.女性 2.國際人權公約 3.推廣教育
579.27

法律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十六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8-6 (平裝)
1.法學 580
移民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法學緒論、英文) / 龍宜辰, 許
願, 劉似蓉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5-4 (平裝)
1.法學 580
權利與權力 / 黃俊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48-4-4 (平裝) NT$580
1.法學 580
法務研究選輯. 108 年度 / 法務部綜
合規劃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0911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1-2 (精裝) NT$350
1.法律 2.文集 580.7
摯友.師生情誼 : 高明士教授八秩嵩
壽文集補編 / 嚴茹蕙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3-7 (平裝) NT$250
1.中國法制史 2.文集 580.9207
大陸事務法規彙編 / 大陸委員會編
著 .-- 修訂 16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
員會, 10911 .-- 1391 面; 21 公分 .-62

法律與生活 / 劉瀚宇編著 .-- 五版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32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
書 .-- ISBN 978-957-572-624-9 (平裝)
NT$48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法律與生活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1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2-363-2 ( 平 裝 )
NT$48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法律與德國文學 / Bodo Pieroth 作 ; 黃
仁俊, 黃耀宗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0912 .-- 448 面; 23 公分 .-- (法學倫理
經 典 譯 叢 ; 10) .-- ISBN 978-98692634-4-3 (精裝) NT$550
1.法律 2.德國文學 3.文學評論 4.德
國 583.43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
任穎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47 (平裝)
1.民法總則 584.1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及參考資料彙編 /
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制協調中心編
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國家發展委
員會, 10911 .-- 2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7-37-2 (平裝) NT$180
1.資訊法規 2.資訊安全 584.111
中國大陸債法總論 : 以民法典合同
編「通則」和「準合同」分編為中
心 / 黃陽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51-0 (平裝)
NT$450
1.債法 2.中國 584.3
債法總論 / 李淑明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52-7 (平裝) NT$680

1.債法

584.3

王牌律師的漫畫離婚日記 : 最實用、
最貼近生活的婚姻諮詢室 / 趙仁涉
文字 ; 朴恩禪插圖 ; 魏汝安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56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15) .-- ISBN 978-986-98947-9-1
(平裝)
1.婚姻法 2.法律諮詢 3.漫畫 584.41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
陳盛, 王一周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9-2 (平裝)
1.民事訴訟法 2.刑事訴訟法 586
民事訴訟法 / 陳榮宗, 林慶苗著 .-- 修
訂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66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14-7013-9 (下冊:平裝)
1.民事訴訟法 586.1
舉證責任減輕之研究 : 民事程序法
焦點論壇. 第十卷 / 姜世明, 吳從周,
劉明生, 洪令家, 吳振吉, 歐元捷, 王
怡蘋, 劉奕榔, 黃豐玢, 石勳平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4-0 (平裝) NT$500
1.訴訟程序 2.民事訴訟法 3.文集
586.4107
大理院刑事判例輯存(1912-1928). 總
則編 / 黃源盛纂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犁齋社有限公司, 10912 .-- 冊 .-(犁齋法制史料叢編 ; 5) .-- ISBN 978986-99631-0-7 (全套:精裝) NT$40000
1.刑事審判 2.刑事法 3.判例彙編
586.5
法醫鑑定業務統計年報. 108 年度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0912 .-- 12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3-6 (平裝) NT$300
1.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2.法醫學 3.鑑
識 4.政府統計 586.66028
保險法學主要議題 : 林勳發教授七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Major issues in
insurance laws :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 Hsin-Fa Lin's 70th birthday / 林勳
發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
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001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53-4 (精裝)
NT$650

1.保險法規 2.文集

587.507

海商法 / 劉宗榮作 .-- 修訂四版 .-- 臺
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050-4 (平裝)
1.海商法 587.6
破產法論 / 陳計男作 .-- 修訂四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049-8 (平裝)
1.破產法 587.81
行政罰法與相連行政關係 / 吳志光
等作 ; 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
灣行政法學會, 11001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613-4-5 (平裝)
NT$600
1.行政法 2.文集 588.07
公務人員培訓法規彙編 /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 .-- 三版 .-- 臺北
市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
10912 .-- 4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7-8 (平裝)
1.公務人員法規 2.在職教育 588.12
行政契約法研究 / 林明鏘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99-4 (平裝) NT$550
1.行政程序法 2.論述分析 3.文集
588.13507
司法與惡的距離 : 尖尾週記 / 陳師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76 面; 21 公
分 .-- (當代叢書 ; 89) .-- ISBN 978-98699553-5-5 (平裝) NT$380
1.司法制度 2.臺灣政治 589
執法為民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
分署分署誌 / 林靜怡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
林分署,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3-46-7 ( 精 裝 )
NT$500
1.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589.13
貓狸法語 檢察有情 : 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署誌 /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編纂 .-- 初版 .-- 苗栗市 : 臺灣苗栗地
方檢察署, 10911 .-- 2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42-9 (精裝)
1.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2.歷史
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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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法規輯要 / 黃俊棠主編 .-- 再
版 .-- 桃園市 : 法務部矯正署, 10912 .- 58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8-2 (平裝)
1.獄政法規 589.82

軍事
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 第十八
輯 = Military social work & military
sociology / 錢淑芬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10911 .-- 18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6-58-1 (平裝) NT$350
1.軍事社會學 2.社會工作 3.文集
590.15
東碇鐵漢 : 1986 駐島紀實 / 林健華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0911 .-- 248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5428-94-5 ( 平 裝 )
NT$500
1.軍事史 2.福建省金門縣 590.933
<<歲月流金.閃耀雙十>>替代役 20 周
年成果專輯 / 康世鑫執行編輯 .-- 南
投市 : 內政部役政署, 10911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5-0 (精
裝)
1.替代役 2.文集 591.65107
圖解 : 素書 / 黃石公作 ; 唐譯編譯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文瀾圖鑑 ; 54) .-- ISBN 978-986-392336-7 (平裝) NT$420
1.素書 2.注釋 592.0951
戰 爭 的 滋 味 / 莉 琪 . 科 林 漢 (Lizzie
Collingham)著 ; 張馨方譯 .-- 初版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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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45-7 (平裝) NT$70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國際糧食問題
3.糧食政策 592.9154
中共解放軍概論 = Fundamental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李亞明作 .-四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 10912 .-- 165 面; 4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60-4 (精裝) NT$300
1.人民解放軍 592.9287
聯合後勤 / Joint Chiefs of Staff 編 ; 趙
公卓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
學, 10912 .-- 257 面; 21 公分 .-- (軍事

參 考 譯 著 ; 199) .-- ISBN 978-9865446-62-8 (平裝) NT$250
1.後勤 2.軍事管理 3.聯合作戰 4.美
國 594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25-3 (平裝) NT$340
1.地理學 609

終極武器百科 / 羅傑.福特(Roger Ford)
等撰文 ; 于倉和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9-0 (精裝) NT$1700
1.武器 2.軍事裝備 3.歷史 595.9

全圖 : 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地圖學互
動 = 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
Cartograph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 卜正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集 ; 5) .-- ISBN
978-986-5432-63-8 (精裝) NT$400
1.地圖學 2.世界地理 3.歷史 609.2

戰車大百科 / 上田信作 ; 甘為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7-5 (平裝) NT$420
1.戰車 2.軍事裝備 595.97
世界海軍圖鑑 : 全球 123 國海軍戰力
完整絕密收錄! / 柿谷哲也著 ; 許嘉
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
分 .-- (軍事館 ; 5) .-- ISBN 978-98699622-1-6 (平裝) NT$380
1.海軍 597

空間分析 : 方法與應用 / 溫在弘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1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6-6 (平裝)
1.計量地理學 2.地理資訊系統
609.2

中國史

聯合空中作戰 / Joint Chiefs of Staff 編 ;
張競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
學, 10912 .-- 222 面; 21 公分 .-- (軍事
參 考 譯 著 ; 200) .-- ISBN 978-9865446-57-4 (平裝) NT$250
1.空軍戰術 2.聯合作戰 3.美國
598.2

國家地理鏡頭下的中國 : 百年影像
歷史 / 布魯克.拉瑪(Brook Larmer)作 ;
胡宗香, 鍾慧元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809-1-3 (精裝) NT$1200
1.中國史 2.新聞報導 3.圖錄 610

國防大學全民國防教育學術論壇論
文集. 2020 / 陳俊瑋, 陳偉華, 盧泰康,
林志龍, 蔡順傑作 ; 文天佑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0912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611 (平裝) NT$162
1.國防教育 2.文集 599.03

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 / 林桶法編 ;
葛兆光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53294-4 (平裝) NT$600
1.中國史 2.文集 610.07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 法蘭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 著 ; 區立遠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500 面;
21 公分 .-- (Next ; 279) .-- ISBN 978957-13-8450-4 (平裝) NT$600
1.歷史哲學 601.4
三分鐘微地理 : 必懂的地理課 99 問 /
唐維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史記>>「當代史意識」之研究 /
許愷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366 面; 21 公
分 .-- (儒林選萃 ; 49) .-- ISBN 978-986339-084-8 (平裝) NT$490
1.史記 2.研究考訂 610.11
解密史記 : 形塑中華文明的歷史關
鍵大事 / 朴玉銘著 .-- 修訂初版 .-- 臺
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都會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History ; 125) .-- ISBN 978986-99436-9-7 (平裝) NT$420
1.史記 2.通俗作品 610.11
國史探微 / 楊聯陞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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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 .-- 3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55-2 (精裝) NT$580
1.中國史 610.4
二十二史劄記 / (清)趙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Sunny 文庫 ; 97-98) .-ISBN 978-986-5541-34-7 (上冊:平裝)
NT$900 .-- ISBN 978-986-5541-35-4 (下
冊:平裝) NT$900
1.中國史 2.研究考訂 610.83
公主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8-3 (平裝)
1.中國史 2.貴族階級 3.通俗史話
610.9
文臣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6-9 (平裝)
1.中國史 2.文官制度 3.通俗史話
610.9
武將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30-6 (平裝)
1.中國史 2.軍人 3.通俗史話 610.9
俠客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5-2 (平裝)
1.中國史 2.游俠 3.通俗史話 610.9
皇帝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31-3 (平裝)
1.中國史 2.帝王 3.通俗史話 610.9
馬伯庸笑翻中國簡史 : 從戰國到民
國,揭密兩千年朝代更迭德性史 / 馬
伯庸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iThink ; 9) .-- ISBN 978-957-658-469-5
(平裝) NT$36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畫家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7-6 (平裝)
1.中國史 2.畫家 3.通俗史話 610.9
詩人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34-4 (平裝)
1.中國史 2.中國詩 3.通俗史話
610.9
醫生的一天 /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9-0 (平裝)
1.中國史 2.醫師 3.通俗史話 610.9
影像.紀錄. 靜態影像篇 / 于靜等著 ;
劉維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
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政大人文
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9544-2-6
(平裝) NT$420
1.中國史 2.圖錄 3.史料 4.文集 617

中國斷代史
今古文之爭與公羊學復興 / 馬康莊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養正堂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0-44-2 (平裝)
NT$300
1.春秋(經書) 2.公羊傳 3.漢學 4.研究
考訂 621.7

書 ; 第 668 種)(知史 ; 18) .-- ISBN 978957-9314-85-5 (平裝)
1.生活史 2.宮廷制度 3.清史 627
日記與民國史事 / 王良卿, 皮國立, 任
育德, 何智霖, 吳淑鳳, 林桶法, 邵銘
煌, 高純淑, 張智瑋, 陳佑慎, 楊奎松,
趙席敻, 羅敏, 蘇聖雄著 ; 呂芳上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
版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發行 ,
10912 .-- 432 面; 23 公分 .-- (政大人文
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99544-4-0
(平裝) NT$500
1.蔣中正 2.民國史 3.傳記 628.08
*疾風勁草 : 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
最 後 戰 役 (1949-1950) = Against all
odds : Hu Tsung-na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Army in the last battles on the
mainland(1949-1950) / 胡為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
限公司, 10911 .-- 271 面; 21 公分 .-(說史敘事 ; 2) .-- ISBN 978-986-994489-2 (平裝) NT$400
1.國共內戰 2.民國史 628.62

中國文化史

北魏前期叛亂研究 / 董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65 面; 23 公分 .-- (史
學研究叢書. 歷史文化叢刊) .-- ISBN
978-986-478-415-8 (平裝) NT$500
1.北朝史 623.61

中國文化史 / 魏嚴堅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22-5 (平裝)
NT$450
1.文化史 2.中國 630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二 / 士承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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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 ISBN 978-986-361-9420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361-943-7 (下冊:平裝) NT$320 .-ISBN 978-986-361-944-4 (全套:平裝)
1.唐史 2.通俗史話 624.1

明公啟示錄 : 解密中華文明真相 / 范
明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568-08-5 (第 1 冊:平裝) NT$500 .-ISBN 978-986-5568-09-2 (第 2 冊:平裝)
NT$500
1.文明史 2.中華民族 3.中國文字
630

明成祖傳 / 晁中辰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08 面; 22 公分 .-- (歷史.中
國史) .-- ISBN 978-957-05-3298-2 (平
裝) NT$800
1.明成祖 2.傳記 626.2
大清盛世忙什麼 : 來去紫禁城打卡,
體驗當皇上的日常! / 李純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移轉與質化 : 桃園閩南文化論集 / 吳
學明等專文撰寫 ; 鄭政誠主編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0-6 (平裝) NT$380
1.中國文化 2.臺灣文化 3.文集 4.桃
園市 630.7
立體的歷史 : 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
域外文化 / 邢義田作 .-- 增訂三版 .-65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032-0 (平裝)
1.文化交流 2.文化史 630.9
走進唐人的日常 : 從衣冠、食物、
婚姻、藝術了解唐代生活史 / 師永
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5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56) .-- ISBN 978957-13-8470-2 (平裝) NT$350
1.生活史 2.社會生活 3.唐代 634
時尚大唐 : 泡酒吧、迎娶闖關、造
型假髮......你玩的,都是唐朝人玩剩
的 / 王一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56) .-- ISBN 978-957-13-8489-4
(平裝) NT$42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唐代 634
虛構與史實 / 楊永漢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20 面; 23 公分 .-- (新亞文商
學術叢刊 ; 1707004) .-- ISBN 978-986478-426-4 (平裝) NT$50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明代 636

中國外交史
日清修約交涉史 / 李啟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0911 .-27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0-2-4 (平裝) NT$300
1.中日關係 2.條約 3.外交史 643.1

中國地方志
汶浦風華 : 地靈人傑後浦頭 / 黃奕炳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0911 .-- 368 面; 22 公分 .-(金門村史 ; 29) .-- ISBN 978-986-542886-0 (平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2
後豐港村史 : 傳承 / 洪德舜, 洪采妮
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10911 .-- 240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史 ; 33) .-- ISBN 978-9865428-90-7 (平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2

蓮庵村五呂之鄉 / 呂金誠著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局,
10911 .-- 304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
史 ; 28) .-- ISBN 978-986-5428-89-1 (平
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福建省金門縣
金湖鎮 673.19/205.9/105.2
風車今昔.上斈流風 : 埔後村史 / 陳成
基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10911 .-- 224 面; 22 公分 .- (金門村史 ; 31) .-- ISBN 978-9865428-87-7 (平裝) NT$300
1.歷史 2.福建省金門縣金寧鄉
673.19/205.9/107.2
黃厝村史 : 貓公石的故鄉 / 洪春棋
著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
文化局, 10911 .-- 240 面; 22 公分 .-(金門村史 ; 32) .-- ISBN 978-986-542888-4 (平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福建省金門縣
烈嶼鄉 673.19/205.9/109.2
福山陵水寶庫象上庫 / 吳建意著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文化
局, 10911 .-- 240 面; 22 公分 .-- (金門
村史 ; 30) .-- ISBN 978-986-5428-85-3
(平裝)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福建省金門縣
烈嶼鄉 673.19/205.9/109.2

世界史地

最後一役 : 納粹第三帝國的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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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592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8382-8-3 (平裝) NT$75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納粹 3.戰役
712.84
滅頂與生還 /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
著 ; 倪安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
坊 ; 178) .-- ISBN 978-957-13-8459-7
(平裝) NT$360
1.李維(Levi, Primo.) 2.第二次世界大
戰 3.猶太民族 4.集中營 5.納粹
712.847
中世紀的身體 : 從黑暗時代人類對
身體的認識,解讀千年文明大歷史 /
杰克.哈特涅(Jack Hartnell)著 ; 徐仕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3 公分 .-- (知識叢書 ; 91) .-- ISBN
978-957-13-8457-3 (精裝) NT$650
1.文明史 2.人體學 3.醫學史 713
世界年鑑. 2021 = The world almanac /
中央通訊社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央通訊社, 10912 .-- 9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787-9-9 ( 精 裝 )
NT$490
1.世界地理 2.年鑑 716.058

地圖上的全景世界史 / 星蔚時代編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2-370-0 ( 上 冊 : 精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22-371-7 (下
冊:精裝) NT$400
1.世界史 710

14000 公里單車回家路 : 一個女生的
絲路之旅 / 謝承惠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謝承惠, 10912 .-- 5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62-7 (平裝)
NT$430
1.遊記 2.腳踏車旅行 3.世界地理 4.
絲路 719

一眼看穿世界史年表 / 鄭娟著 ; 李炳
庸繪 ; 石文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2-318-4 (精裝)
1.世界史 2.年表 711

世界遺產 : 跟著深度旅行家看世界 :
不一樣的世界遺產之旅. 2 / 馬繼康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
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10-45-9 ( 平 裝 )
NT$400
1.旅遊 2.文化遺產 3.世界地理 719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 : 中東的裂
痕 : 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
國的遺產 / 劉仲敬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34-0 (平裝)
NT$560
1.世界史 2.民族史 711

旅行,或許是該留些遺憾 : 我的步城
文旅圖 / Eddie Ko(艾迪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36-7-3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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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愛.科學.世界觀 / 謝迺岳撰文 .-- 初
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
學, 1091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491-5-0 (平裝) NT$42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結社的藝術 : 16-18 世紀東亞世界的
文人社集 / 張藝曦等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5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56-9 (平裝)
1.文化史 2.文學 3.社團 4.亞洲
730.3
被偏誤的日本史 : 從軍國末路到經
濟飛躍 / 徐靜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57) .-- ISBN 978-957-13-8493-1
(平裝) NT$420
1.日本史 2.文明史 731.1
被隱藏的日本史 : 從上古生活到政
治革新 / 徐靜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56) .-- ISBN 978-957-13-8492-4
(平裝) NT$420
1.日本史 2.文明史 731.1
明治散步. 上, 日本古代大名,居然得
趁出差時沿路賺外快?北海道差點獨
立!為什麼?小漁村,如何變身洋房林
立的神戶大港? / 牛奶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1 .-- 344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39) .-- ISBN 978986-99852-1-5 (平裝) NT$450
1.明治維新 2.日本史 3.通俗作品
731.272
明治散步. 下 : 紅豆麵包會成為庶民
美食,居然跟天皇有關?!吳服店,如何
變身現今聞名的百貨公司?3C 聖地
秋葉原竟是蔬果集散地? / 牛奶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1 .-- 352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40) .-- ISBN 978-986-99852-2-2 (平裝)
NT$480
1.明治維新 2.日本史 3.通俗作品
731.272
日本生活歲時曆 : 從 365 日的節氣、
活動、特殊節日認識最道地的日式

文化與風俗習慣 / 本間美加子著 ; 蘇
暐婷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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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47-4 (平
裝) NT$660
1.文化 2.風俗 3.生活方式 4.日本
731.3
日本觀察日記 / Moni.摸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4-6 (平裝)
1.文化 2.通俗作品 3.日本 731.3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1, 江戶生活圖
鑑 / 笹間良彥作 ; 黃琳雅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01-99-6 (平裝) NT$520
1.文化史 2.社會生活 3.江戶時代 4.
日本 731.3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2, 江戶武士圖
鑑 / 笹間良彥作 ; 趙鴻龍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3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5-1 (平裝) NT$480
1.文化史 2.社會生活 3.江戶時代 4.
日本 731.3
北海道相遇 : 從道東、道南、道央、
小樽和札幌,超人氣導遊帶你感受有
溫度的北國風情 / 賴信志, 呂美玉(小
玉), 謝宇新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69-5 (平
裝)
1.旅遊 2.日本北海道 731.7909
日本足球場朝聖之旅全攻略. 關東篇
/ 傑拉德, 剛田武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釀旅人 ; 3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4-1 (平裝) NT$450
1.旅遊 2.足球 3.球場 4.日本 731.9
旅行文學的 112 堂寫作課 : 旅行是一
種生活學習態度,寫作是一種心情結
晶的過程 / 陳銘磻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04-7 (平
裝)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曼谷尋寶記 / Podoal Friend 文 ; 姜境
孝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68
面; 26 公分 .-- (世界歷史探險 ; 51) .-ISBN 978-957-658-459-6 ( 平 裝 )
NT$320
1.歷史 2.漫畫 3.泰國曼谷 738.2711
菲律賓流言破除報告 : 南漂作家的
非典型文化採集簿 / 南漂作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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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ross ; 52) .-- ISBN 978-957-138462-7 (平裝) NT$350
1.文化 2.社會生活 3.菲律賓 739.13

臺灣史地
臺灣,媽媽的家! = Taiwan,die Heimat
meiner Mama! / 周盈萱著 .-- 初版 .-新 北 市 : 周盈 萱 , 10911 .-- 56 面 ;
21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3-8286-6 (平裝) NT$540
1.通俗作品 2.臺灣 733
台灣對話錄 1989-2020 / 若林正丈, 吳
密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67-3 (平
裝) NT$499
1.臺灣研究 2.臺灣史 3.文集 733.09
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 : 遠古-明鄭 /
莊典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
文創, 10911 .-- 288 面; 22 公分 .-- (文
學書屋. 歷史文學 ; 5) .-- ISBN 978986-98108-8-3 (平裝) NT$380
1.臺灣史 2.歷史故事 733.21
視覺臺灣 : 日本朝日新聞社報導影
像選輯 = Picturing Taiwan : the Asahi
Shimbun Press photo selections / 鍾淑敏,
貴志俊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0912 .-- 512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269-0 (精裝) NT$1000
1.臺灣史 2.相片檔案 733.21
記錄聲音的歷史 : 臺灣口述歷史學
會 會 刊 . 第 十 一 期 = Histories as
recorded in personal voices : annual of
Taiwan Oral History Society. 2020 / 林
明洲, 李百基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097-6-8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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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史 2.口述歷史 3.文集
733.2107
從史前到歷史 : 臺灣東半部的文化
樣相 =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 the
cultural traits of eastern Taiwan / 郭素秋
主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10912 .-- 398 面; 23 公分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
論文集 ; 21) .-- ISBN 978-986-5432-621 (精裝) NT$480
1.臺灣史 2.史前史 3.歷史考古學 4.
文集 733.24107
淡水新政記 : 一個文明的接收與開
端 / 福島安正原著 ; 王佐榮監修.補
述 ; 蔡岳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
璧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27-0-3 (平裝)
NT$38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史料 4.新北
市淡水區 733.28
拉流斗霸 : 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
與餘族 / 高俊宏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82-2 (平裝) NT$40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臺灣原住民
733.283
關鍵七十一天 : 二戰前後臺灣主體
意識的萌芽與論爭 / 阿部賢介著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19-9 ( 平 裝 )
NT$32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臺灣史 733.29
*1960-1992 釋放台灣政治犯 : 海內外
人權救援展展覽手冊 = An Exhibition
on International Concern for Taiwan
Political Prisoners / 廖為民主編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
109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1-4 (平裝) NT$1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檔案展覽
4.博物館導覽 733.2931
人權何在 :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生命
故事地圖 / 林淑慧主編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 10911 .-- 28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9-9 (平裝)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文集 733.2931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統中會案史料
彙編 / 何鳳嬌, 林本原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史館 ; 新北市 : 國家人
權博物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54-63-0 (全套:精裝) NT$1300
1.政治迫害 2.白色恐怖 3.臺灣史
733.2931
曾文溪的地景與人文 / 楊宏裕著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大臺
南文化叢書. 第 9 輯 ; 4) .-- ISBN 978986-5504-29-8 (平裝) NT$420
1.自然景觀 2.人文景觀 3.地景生態
學 4.曾文溪 733.32
天工開物.台灣放光明 : 新店溪流域
水力發電文化資產走讀手札 / 黃荻
昌著 ; 黃宇新攝影 .-- 初版 .-- 新北市 :
灣顏工坊, 10911 .-- 144 面; 19 公分 .- (生命美學.走讀台灣 ; 1) .-- ISBN
978-986-99831-0-5 (平裝) NT$350
1.河川 2.人文地理 3.歷史 4.新店溪
733.321
老寶貝翻出新年味 / 陳靜寬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10912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0-7 (精裝) NT$1050
1.生活史 2.日用品業 3.臺灣文化
733.4

10912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100-9 (平裝) NT$220
1.臺灣遊記 2.文化觀光 3.文化產業
733.6
來去寺廟住一晚. 2 / 943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
叢 ; 288) .-- ISBN 978-986-133-737-1
(平裝) NT$350
1.臺灣遊記 2.寺廟 733.61
你敢不敢?為自己勇敢一次 : 26 個青
年壯遊臺灣的故事 /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著作 .-- 臺北市 : 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6-3 (平裝)
1.臺灣遊記 2.旅遊文學 733.69
風起臺灣 = Be sky Taiwan / 小林賢伍
著 ; 林嘉慶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7 公分 .-- (Catch ; 265) .-- 中
日對照 .-- ISBN 978-986-5549-27-5 (平
裝) NT$480
1.臺灣遊記 2.旅遊文學 733.69

台北親子旅行 / 可大王著 .-- 初版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4-0 (平
裝) NT$350
1.臺灣遊記 2.親子 733.6

單車環台縱走大旅行 : 一生必騎 3 大
經典路線,31 條行程規劃+12 條環島
自行車道,附實戰遊記 x 路線圖 x 難
易度 / 陳忠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Theme ; 50) .-- ISBN 978-986289-542-9 (平裝) NT$480
1.臺灣遊記 2.腳踏車旅行 733.69

原來有這站? : 台灣鐵道小旅行 / 許
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5-7 (平裝) NT$380
1.火車旅行 2.臺灣 733.6

跟著帽 T 熊娃娃旅遊臺灣遊戲書 / 小
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輯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40 面; 38 公分 .-- ISBN 978-986-984596-0 (活頁裝)
1.臺灣遊記 733.69

請問漁村怎麼玩 : 臺灣 16 條漁村旅
遊路線全攻略 = Fishing village / 蕭堯
仁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91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166-8-3 (平裝)
NT$380
1.臺灣遊記 2.休閒漁業 3.漁村
733.6

御大典紀念臺北市六十餘町案內(復
刻) / 蔣朝根編著 ; 蔣寶漳, 蔣朝根日
文漢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蔣渭水
文化基金會, 10912 .-- 40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5562-8-6 (平裝)
NT$400
1.歷史 2.史料 3.臺北市 733.9/101.2

體驗台灣 : 尋找我的創意生活風格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萬華筒 : 轉個角度看見不一樣的萬
華 / 黑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採執
行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 10911 .-- 160 面; 17X29 公分 .-ISBN 978-986-5464-03-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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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地理 2.文化觀光 3.臺北市萬
華區 733.9/101.9/123.4
成為臺灣人 : 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
族 形 成 (1880s-1950s) / 戴 維 理 (Evan
Dawley)著 ; 堯嘉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書 ; 27) .-- ISBN
978-986-350-431-3 (平裝) NT$55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3.基隆市
733.9/105.2
在基隆 : 城、海、山與未來 / 張鐵志
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文
化局, 10911 .-- 175 面; 24 公分 .-- (文
心 叢 刊 ) .-- ISBN 978-986-5417-19-2
(平裝) NT$3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基隆市
733.9/105.2
潛藏的人文空間 in 蘭陽 / 陳財發等
撰文 .-- 初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政府
文化局, 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8-40-3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宜蘭縣
733.9/107.4
悠遊虎頭山 : 自在於我心 / 謝錦榮
作 .-- 桃園市 : 謝錦榮, 10911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52 (平裝) NT$300
1.旅遊 2.人文地理 3.桃園市
733.9/109.6
台灣燈會在台中成果專輯. 2020 / 林
筱淇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10911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6-1 (平裝)
1.藝文活動 2.元宵節 3.民俗活動 4.
臺中市 733.9/117.4
臺中詞典 / 吳靜宜, 賴信真主編 .-- 初
版 .-- 臺中市 : 上境設計工程有限公
司出版 : 上典景觀實業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840-0-3 (活頁裝)
1.旅遊 2.人文地理 3.臺中市
733.9/117.6
蜈蚣有靠山 = Wugong has support / 羅
麗蓓等主筆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
鎮 : 籃城書房, 10911 .-- 80 面; 23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97175-3-3 (平裝) NT$250
1.人文地理 2.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4

好 嬉 彰 化 : 300 個 貪 玩 Hashtag =
Hashtag Changhua / 張翰豪責任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10911 .-- 72 面; 22 公分 .-- (彰化散策 ;
2) .-- ISBN 978-986-5423-85-8 (平裝)
1.旅遊 2.彰化縣 733.9/121.6
嘉 義 請 進 Chiayi / [ 嘉 義縣 政 府 編
著]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政府,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24-572 (全套: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化觀光 3.嘉義縣
733.9/125.4
民雄傳神 : 民雄廟宇傳世文物精選
輯 = Minxiong legend :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Minxiong temple /
程瀅儒文字撰述 .-- 初版 .-- 嘉義縣民
雄鄉 :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發展
協會, 10911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35-0-2 (平裝)
1.寺廟 2.文物 3.嘉義縣民雄鄉
733.9/125.9/115.6
舊屋力 : 從老屋認識嘉義風情 =
Wow!Ka-Gi! / 盧怡君總編輯 .-- 嘉義
市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4-565 (平裝)
1.人文地理 2.房屋建築 3.嘉義市
733.9/126.4

將軍苓仔寮保濟宮冬至送火王 / 張
淑賢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 第七輯) .-ISBN 978-986-5430-73-3 ( 平 裝 )
NT$350
1.民俗活動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將
軍區 733.9/129.9/141.4
來去高雄晃一晃 : 澎湃野吉旅行趣. 6
/ 澎湃野吉繪.著 ; 張智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26 面; 23 公分 .-- (Titan ;
133) .-- ISBN 978-986-179-615-4 (平裝)
NT$320
1.旅遊 2.高雄市 733.9/131.6
Hi!台東 = Taitung naturel travel life / 采
采股份有限公司作 .-- 臺東市 : 臺東
縣政府,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9-36-3 (平
裝)
1.人文地理 2.歷史 3.臺東市
733.9/139.4
Zoom in Taitung / 鍾青柏總編輯 .-- 臺
東市 :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10911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41-7 (平裝) NT$150
1.人文地理 2.生活史 3.臺東縣
733.9/139.4

*Vusam a kemasi Kuabar 從古華到永
康 : 當代排灣族人的遷徙記事影音
專刊 / 黃瀞瑩, 林君玲, 邱宗怡著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出版 : 臺
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發行,
10911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1-0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臺灣原住民族 2.排灣族 3.生活史
4.訪談 5.臺南市 733.9/127.2

再造歷史現場 : 與歷史擦肩而過. 臺
東北町 / 張芷霖, 姜柷山撰文 .-- 初
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0912 .-冊 .-- ISBN 978-986-5419-33-2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419-34-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19-35-6
(全套:平裝) NT$700
1.人文地理 2.生活史 3.臺東市
733.9/139.4

安定長興宮瘟王祭 / 陳冠傑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
化資產叢書. 第七輯) .-- ISBN 978986-5430-74-0 (平裝) NT$350
1.民俗活動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安
定區 733.9/129.9/125.4

大坡村誌 = Dapo village history / 李慰
萱文字 .-- 初版 .-- 臺東縣池上鄉 : 臺
東縣池上鄉公所, 10911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9-38-7 (平裝)
NT$200
1.方志 2.臺東縣池上鄉大坡村
733.9/139.9/109.1

安定真護宮王船祭 / 周宗楊, 吳明勳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
化局,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大
臺南文化資產叢書. 第七輯) .-- ISBN
978-986-5430-75-7 (平裝) NT$350
1.民俗活動 2.民間信仰 3.臺南市安
定區 733.9/129.9/125.4

新興村誌 = Xinxing village history / 徐
麗鳳文字 .-- 初版 .-- 臺東縣池上鄉 :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1091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9-37-0 (平
裝) NT$250
1.方志 2.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733.9/139.9/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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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村誌 = Fu Wen village history / 余
永寬文字 .-- 初版 .-- 臺東縣池上鄉 :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10911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19-40-0 (平
裝) NT$200
1.方志 2.臺東縣池上鄉福文村
733.9/139.9/109.1
慶豐村誌 = QingFeng village history /
姜慧珍文字 .-- 臺東縣池上鄉 : 臺東
縣池上鄉公所, 10911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19-39-4 (平裝)
NT$200
1.方志 2.臺東縣池上鄉慶豐村
733.9/139.9/109.1
澎湖地名小事典 : 給小學生的地名
辭書 / 王慧筠, 衡寶龍作 .-- 澎湖縣馬
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911 .-196 面; 26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
叢書 ; 314) .-- ISBN 978-986-5427-44-3
(平裝)
1.地名學 2.詞典 3.通俗作品 4.澎湖
縣 733.9/141.37

歐洲史地
漫遊中古英格蘭 : 栩栩如生.穿梭時
空的擬真歷史書 / 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 廖彥博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456 面; 21 公分 .-- (知
識叢書 ; 1093) .-- ISBN 978-957-138480-1 (平裝) NT$450
1.社會生活 2.風物志 3.英國 741.3
一場婚禮譜出一趟英國行 / 林慧瑛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迦密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6836-3-0 (精裝)
NT$400
1.旅遊 2.英國 741.89
巴黎的想像與真實 : 公衛女子的生
活觀察札記 / 陳凱潔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220 面; 21 公
分 .-- (釀旅人 ; 50)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1-0 (平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旅遊 3.法國巴黎
742.7185
極簡德國史 / 関真興作 ; 陳聖怡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1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72-00-6 (平裝)
NT$350

1.德國史

743.1

美洲史地
你一定想看的美國史 / 劉觀其作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5) .-- ISBN 978-986-392339-8 (平裝) NT$350
1.美國史 752.1
極簡美國史 / 關真興作 ; 劉姍珊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213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72-06-8 (平裝)
NT$350
1.美國史 752.1
騙爸爸去美國 / 李慕盈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Across ; 53) .-- ISBN 978-957-13-84900 (平裝) NT$380
1.遊記 2.汽車旅行 3.美國 752.9

非洲史地
埃及五千年 : 文明起源與王朝興衰
的故事 / 喬安.佛列契(Joann Fletcher)
著 ; 楊凌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0912 .-- 5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15-36-2 ( 平 裝 )
NT$750 .-- ISBN 978-986-5515-37-9 (精
裝) NT$850
1.古埃及 2.文明史 3.埃及文化
761.3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讓劉太太陪你紐一下 : 這次一起趣
紐西蘭開露營車吧! / 陳婉怡(Samm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風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284 面; 23 公分 .- (輕旅行 ; 9) .-- ISBN 978-986-976065-2 (平裝) NT$320
1.旅遊 2.紐西蘭 772.9
極北直驅 / 植村直己著 ; 陳寶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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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272 面; 21 公分 .-- (探險與旅行經典

文庫 ; 7) .-- ISBN 978-986-5509-54-5
(平裝) NT$400
1.旅遊文學 2.北極 778.9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nsight ;
5) .-- ISBN 978-986-359-847-3 (平裝)
NT$370
1.草間彌生 2.傳記 783.18

傳記

福澤諭吉自傳 : 日本現代化的啟蒙
思想家 / 福澤諭吉著 ; 徐雪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2-353-3 ( 平 裝 )
NT$400
1.福澤諭吉 2.傳記 783.18

發明家大起底 : 從疫苗到核武,讓你
直呼「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歷史真
相! / 江仲淵, 柯睿信, 黃羿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36-8-0 (平裝) NT$320
1.世界傳記 2.通俗作品 781
朕,都在忙什麼? / 造事務所編著 ; 李
喬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320 面; 21 公
分 .-- ( 樂 知 ; 8) .-- ISBN 978-98699621-0-0 (平裝) NT$320
1.帝王 2.世界傳記 781.057
大海盜蔡牽在臺南 / 吳建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
化叢書. 第 9 輯 ; 6) .-- ISBN 978-9865504-31-1 (平裝) NT$420
1.(清)蔡牽 2.海盜 3.傳記 782.874
民國名人張璧將軍別傳 / 劉正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4-4 (平裝) NT$450
1.張璧 2.傳記 782.882
重行傳 : 褚民誼生平紀實 / 褚幼義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30 面; 23 公
分 .-- (史地傳記類 ; PC0863)(讀歷史 ;
119)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75-8 (平裝) NT$510
1.褚民誼 2.傳記 782.882
何聯奎文集 / 黃文山, 衛惠林輯 .-- 再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001 .-- 902
面; 21 公分 .-- (中華語文叢書) .-- 中
英文版 .-- ISBN 978-986-5512-43-9 (平
裝) NT$700
1.何聯奎 2.學術思想 3.傳記
782.887
無限的網 : 草間彌生自傳 / 草間彌生
作 ; 鄭衍偉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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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八二三烽火遊子志學錄 / 張火木主
編 .-- 初版 .-- 金門縣金湖鎮 : 金門縣
文史工作協會, 10911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2639-5-6 (平裝)
NT$300
1.傳記 2.口述歷史 3.八二三砲戰
783.31
Recall,老兵訴情憶當年 / 蔡佰祿, 陳
宗彬, 周金傳, 楊家哲, 鄭承有, 周邦
彥, 張旻郁, 林聖鈞口述 .-- 連江縣南
竿鄉 : 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31-203-9 ( 平 裝 )
NT$150
1.軍人 2.臺灣傳記 3.口述歷史
783.32
台灣總統 : 6 位前總統與美麗島之路
/ 郭汭鴻編著 .-- 新北市 : 郭汭鴻,
11001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3-8 (平裝) NT$200
1.臺灣傳記 2.臺灣政治 3.元首
783.32
竹科四十 : 為年輕人說故事 : 30 位產
業人物分享精采故事 / 王麗娟等作 ;
李慧臻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宏津
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9 公分 .-- (產業人物 ; A004) .-- ISBN
978-986-89590-3-3 (平裝) NT$420
1.臺灣傳記 2.科技業 3.人物志
783.32
見證時代的哲思 : 何秀煌文存 / 何秀
煌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遠
景 叢 書 ; 191) .-- ISBN 978-957-391122-7 (平裝) NT$400
1.吳祖型 2.曾天從 3.臺灣傳記 4.教
育家 783.32
英雄島.金馬將軍錄 / 張火木主編 .-初版 .-- 金門縣金湖鎮 : 金門縣文史

工作協會,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1091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2639-6-3 (平裝) NT$300
1.軍人 2.傳記 3.福建省金門縣 4.福
建省連江縣 783.32
神工傳藝 Beigang : 雲林北港地區/傳
統工藝職人 / 黃世輝等作 ; 林美蘭主
編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
政府,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25-70-8 (全套:平裝) NT$1200
1.臺灣傳記 2.民間工藝 3.傳統技藝
4.雲林縣北港鎮 783.32
鹽分地帶歷史名人誌 / 謝玲玉著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大臺
南文化叢書. 第 9 輯 ; 3) .-- ISBN 978986-5504-28-1 (平裝) NT$420
1.臺灣傳記 2.人物志 3.臺南市
783.36/127
花 蓮 在 地 文 學 作 家 圖 像 輯 = The
pictures of local writers from Hualien /
吳勁毅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
蓮縣文化局, 10912 .-- 18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8-7 (平裝)
1.臺灣傳記 2.作家 3.花蓮縣
783.36/137
1 萬天不休跑 : 地才跑步教練黃崇華
與他的 31 年跑界風雲 / 黃崇華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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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41-2 (平裝) NT$380
1.黃崇華 2.賽跑 3.傳記 4.臺灣
783.3886
人生途中總有貴人 : 經歷與精神疾
病, 我用護理學了解自己 / 張芳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59-40-3 ( 平 裝 )
NT$120
1.張芳甄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本町草花街的臺語博士 : 王育德的
故事 / 陳玉金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6-5 (精
裝)
1.王育德 2.臺灣傳記 783.3886

如果那是夢想,再苦也要去 : 前進或
死亡,法國外籍兵團教我的事 / 許逢
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224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17) .-- ISBN
978-986-98693-9-3 (平裝) NT$380
1.許逢儒 2.軍人生活 3.回憶錄
783.3886
回首.揮手 : 李家同 / 李家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2-355-7 ( 平 裝 )
NT$380
1.李家同 2.教育家 3.臺灣傳記
783.3886
江南案槍手董桂森 : 我們是為了國
家! / 梁東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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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與現
場 ; 293) .-- ISBN 978-957-13-8469-6
(平裝) NT$320
1.董桂森 2.臺灣傳記 783.3886
我沒有家,但我能給孩子一個家 / 賴
雷娜口述 ; 孫羽柔採訪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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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ew 系列 ; 89) .-- ISBN 978957-13-8461-0 (平裝) NT$320
1.賴雷娜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戒急用忍政策與台灣永續發展之追
求 / 黃天麟口述 ; 傅瑋瓊採訪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
研訓院, 11001 .-- 250 面; 21 公分 .-(金融推廣系列 ; 54) .-- ISBN 978-986399-200-4 (精裝)
1.黃天麟 2.金融業 3.自傳 4.臺灣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8)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8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1 .-- 389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
記 ; 47) .-- ISBN 978-986-99750-0-1 (平
裝)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59)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59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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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 .-- 401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
記 ; 48) .-- ISBN 978-986-99750-1-8 (平
裝)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0) =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 1960 / 吳
墉祥原著 ; 馬國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1 .-- 398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
記 ; 49) .-- ISBN 978-986-99750-2-5 (平
裝) NT$400
1.吳墉祥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明天會更好 : 關中傳奇 / 關中口述 ;
張景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320 面; 23 公分 .-- (人與土地 ; 26) .-ISBN 978-957-13-8458-0 ( 平 裝 )
NT$420
1.關中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783.3886
兩岸一生 憾中有幸 / 于慶城著 .-- 臺
北市 : 致出版, 10912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73-02-7 (平裝)
NT$360
1.于慶城 2.校長 3.自傳 4.臺灣
783.3886
*往事不能如煙 : 陶英惠回憶錄 / 陶
英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60 面;
23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73-4 ( 平 裝 )
NT$650
1.陶英惠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為宜蘭人立傳 : 陳銀生的故事人生
/ 楊基山, 姚伯勳文 ; 呂妍慧圖 .-- 初
版 .-- 宜蘭市 :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
區發展協會, 109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881-4-4 ( 精 裝 )
NT$300
1.陳銀生 2.木雕 3.臺灣傳記 4.繪本
783.3886
*孫邦華大使大事年表 / 謝鶯興整
理 .-- 臺 中 市 : 東 海 大 學 圖 書 館 ,
10911 .-- 52 面; 25 公分 .-- (圖書館配
合六十五週年校慶活動系列 ; 2) .-ISBN 978-957-548-074-5 (線裝)
1.孫邦華 2.外交人員 3.臺灣傳記
783.3886

翁岳生九十自述 : 人間重晚晴 / 翁岳
生口述 ; 李建良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99-3 (平裝) NT$560
1.翁岳生 2.回憶錄 3.臺灣傳記
783.3886

雄鷹丹心 : 參謀總長沈一鳴一級上
將紀念集 / 林鉅登主編 .-- 臺北市 : 國
防部政務辦公室,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軍史 ; 47) .-- ISBN 978-9865446-63-5 (精裝) NT$200
1.沈一鳴 2.軍人 3.臺灣傳記
783.3886

張人俊八五自述 : 戎馬回顧錄 / 張人
俊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張人俊,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0-3 (精裝) NT$300
1.張人俊 2.回憶錄 783.3886

感恩的憶述 : 不作秀的執著、做實
事的熱情、拼執行的魄力,黃大洲的
人生傳奇 / 黃大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464 面; 23 公分 .-- (人與
土地 ; 27) .-- ISBN 978-957-13-8456-6
(平裝) NT$420
1.黃大洲 2.臺灣政治 3.自傳 4.臺灣
783.3886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資深系友口述
歷史紀錄. 第二輯, 護理專業篇 / 張淑
卿, 盧孳艷訪談.撰修 ; 王桂芸總纂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周美玉女
士護理教育發展基金會,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99-13 (平裝) NT$390
1.周美玉 2.訪談 3.護理史 783.3886
堅定.淡定 : 黃永存從商道到菩提道 /
唐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1 .-33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7-6-2 (平裝) NT$250
1.黃永存 2.臺灣傳記 783.3886
從部落走向世界 : 國際彩妝大師的
追夢與證照之旅 = From village to the
world / Naomi 劉婕蕙作 .-- 新北市 : 台
灣遊讀會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59-97 (平裝)
1.劉婕蕙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陳懷澄先生日記. 六, 一九二二年 =
The diary of Chen Huai-cheng. Vol. 6,
1922 / 陳懷澄著 ; 許雪姬編註 .-- 臺北
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臺南
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0912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66-9 (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5432-67-6 (精裝) NT$400
1.陳懷澄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黑手撐起一片天 : 偉孚興業創辦人
黃金城的人生風景 / 黃金城口述 ; 張
欣芸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
下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6-3 (精
裝) NT$580
1.黃金城 2.臺灣傳記 783.3886

趙天儀全集. 資料卷 / 趙天儀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2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191-8 (精裝) NT$180
1.趙天儀 2.臺灣傳記 783.3886
歌壇活字典 意難忘 : 美黛傳 / 美黛
作 .-- 臺北市 : 賀賢琳, 10912 .-- 4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21 (精裝) NT$988
1.熊美黛 2.歌星 3.臺灣傳記
783.3886
撕下標籤,別讓世界看扁你 : 我們都
值得被看見!技職老師與學生的追夢
故事 / 楊弘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18) .-ISBN 978-957-658-465-7 ( 平 裝 )
NT$380
1.楊弘意 2.技職教育 3.教師 4.臺灣
傳記 783.3886
*閱讀許丙、許伯埏回想錄 : 與父親
的時空對談 / 許丙, 許伯埏原稿 ; 直
樹, 瑞暖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瑞暖, 10911 .-- 4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1-4 (精裝)
1.許丙 2.臺灣傳記 783.3886
器而不捨,以愛延續生命 : 東部器官
移植推動者 : 李明哲的行醫路 / 李明
哲主述 ; 吳宛霖撰文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悅
讀健康系列 ; HD3164) .-- ISBN 978986-99456-7-7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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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明哲 2.醫師 3.臺灣傳記
783.3886
奮鬥的心靈 : 呂赫若與他的時代 / 垂
水千惠著 ; 劉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
臺灣大學發行, 10911 .-- 488 面; 21 公
分 .-- (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 ;
12) .-- ISBN 978-986-350-430-6 (平裝)
NT$680
1.呂赫若 2.作家 3.臺灣傳記
783.3886
*穩健與發展 : 澎湖囝仔謝有志 / 陳
金城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新視界
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5912-57 (平裝) NT$250
1.陳金城 2.漁業 3.臺灣傳記
783.3886
艾力克.克萊普頓自傳 / 艾力克.克萊
普頓(Eric Clapton)著 ; 張靖之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0912 .-- 4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563-8-3 (平裝) NT$540
1.克萊普頓(Clapton, Eric) 2.歌星 3.搖
滾樂 4.自傳 5.英國 784.18
佛萊迪.墨裘瑞 / 亞豐索.卡薩斯圖
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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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行 銷業務 部發行 ,
1100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0-4 (精裝)
1.墨裘瑞(Mercury, Freddie) 2.歌星 3.
搖滾樂 4.傳記 5.英國 784.18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達爾文 / Dan
Green 著, Rachel Katstaller 繪, 范寶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08-5659-0 (精裝)
1.達爾文(Darwin, Charles, 1809-1882)
2.傳記 3.通俗作品 784.18
格列佛遊記. 5, 走進斯威夫特的諷刺
遊記 / 約翰.法蘭西斯.瓦勒文 ; 史偉
志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8-0 ( 平 裝 )
NT$150
1.斯威夫特(Swift, Jonathan) 2.作家 3.
傳記 4.英國 784.18
凝視約翰.伯格 : 我們這個時代的作
家 / 約書亞.史柏林(Joshua Sperling)撰

寫 ; 林鶯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2) .-- ISBN 978-957-13-8488-7 (平裝)
NT$500
1.伯格(Berger, John) 2.作家 3.傳記 4.
英國 784.18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瑪里.居禮 /
Isabel Thomas 著 ; Anke Weckmann 繪
圖 ; 葉庭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5661-3 (精裝)
1.居禮(Curie, Marie, 1867-1934) 2.傳
記 3.通俗作品 4.法國 784.28
*穆宣豪俠傳 : 一生奉獻給穆斯林世
界 / 格雷.李文斯敦(Greg Livingstone)
原著 ; 香港前線差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有限
公司,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16-1-1 (平裝) NT$400
1.李文斯敦(Livingstone, Greg) 2.傳記
3.伊斯蘭教 4.美國 784.28
梵谷兄弟 / 黛博拉.海莉曼(Deborah
Heiligman)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7-9-3 (平裝) NT$420
1.梵谷(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2.梵谷(Van Gogh, Theo, 1857-1891) 3.
傳記 784.727
*大收藏家 : 謝爾蓋.舒金和他失落傑
作的故事 / 娜塔莉亞.賽米諾娃
(Natalya Semenova), 安 德 烈 . 德 洛 格
(André-Marc Delocque-Fourcaud) 作 ;
官妍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96 面;
23 公分 .-- (典藏人物 ; 24) .-- ISBN
978-957-9057-75-2 (平裝) NT$480
1.舒金(Shchukin, Sergei Ivanovich,
1854-1936) 2.蒐藏家 3.傳記 4.俄羅斯
784.88
由田野邁向金山 : 臺裔美籍地震學
家的人生歷程 / 蔡義本作 ; 林祖慰等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民國地球
物理學會, 10911 .-- 1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31-0-6 ( 平 裝 )
NT$300
1.蔡義本 2.傳記 785.28
四輪時代 : 汽車時代的引領者 亨利.
福特 / 潘于真,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6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12-3 ( 平 裝 )
NT$320
1.福特(Ford, Henry, 1863-1947) 2.傳記
785.28
投資之路 : 改變華爾街遊戲規則的
巨人查爾斯.施瓦布 / 查爾斯.施瓦布
(Charles Schwab)著 ; 陳冠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8915-9 ( 平 裝 )
NT$450
1.施瓦布(Schwab, Charles) 2.嘉信理
財集團 3.企業家 4.回憶錄 5.美國
785.28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艾爾哈特 /
Isabel Thomas 著 ; Dalia Adillon 繪圖 ;
施穆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5657-6 (精
裝)
1.艾爾哈特(Earhart, Amelia, 18971937) 2.傳記 3.通俗作品 4.美國
785.28
阿波羅 13 / 吉姆.洛威爾(Jim Lovell),
傑弗瑞.克盧格(Jeffrey Kluger)著 ; 顏
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377-9 (平裝)
NT$480
1.洛威爾(Lovell, Jim.) 2.太空人 3.傳
記 4.美國 785.28
恐怖矽谷闖蕩記 / 安娜.維納(Anna
Wiener)著 ;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行路,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13-7-0 (平裝) NT$400
1.維納(Wiener, Anna) 2.科技業 3.回憶
錄 785.28
莫忘大笑 : 奇蹟課程之比爾.賽佛寬
恕回憶錄 / 卡洛兒.郝(Carol M. Howe)
作 ; 王詩萌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希言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13-0-9 (精
裝) NT$690
1.賽佛(Thetford, William N.) 2.傳記
785.28
*棒球小英雄 / 保羅.哈拉森著 ; 麥慧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0912 .-- 292 面; 21 公分 .-73

ISBN 978-986-5569-03-7 ( 平 裝 )
NT$380
1.闕爾屈(Church, Tucker, 1974- ) 2.運
動員 3.棒球 4.傳記 785.28
輪椅上宣戰 : 挽救資本主義、擊敗
法西斯 美國任期最久的總統的小羅
斯福 / 陳深名, 王志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25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11-6 ( 平 裝 )
NT$320
1.羅斯福(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1882-1945) 2.元首 3.傳記 4.美國
785.28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曼德拉 / Isabel
Thomas 著 ; Hannah Warren 繪圖 ; 陳
凰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5662-0 (精裝)
1.曼德拉(Mandela, Nelson, 1918-2013)
2.傳記 3.通俗作品 4.南非共和國
786.818
黃氏族譜 : 黃庭政公派下文寶公裔
璿卿公系 / 黃欽達, 黃運金主編 .-- 第
一 版 .-- 苗 栗 縣 頭 份 市 : 黃 運 金 ,
10912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6-9 (平裝) NT$1500
1.黃氏 2.族譜 789.2

文物考古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年報. 108
年 =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annual report. 2019 / 田詩涵主編 .-- 初
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 109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3-5 (平裝) NT$320
1.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790.68
108-109 年雲林縣一般古物「北港集
雅軒繡製綵旗」修復計畫修復成果
報告書 / 盧亨如, 侯宗延作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77-7 (平裝) NT$1000
1.古物修復 2.文物保存維護 3.民俗
文物 4.雲林縣 790.72
文 物 保 存 維 護 年 刊 . 2016-2017 =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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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7-5 (平裝)
1.文物保存維護 2.期刊 790.7205
屏東竹田&萬巒鄉古墓田野踏查 / 曾
喜城, 林敏如, 羅秋珍著 .-- 初版 .-- 屏
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文化資產維護
學會, 10911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022-5-2 (平裝) NT$250
1.古墓 2.田野工作 3.屏東縣竹田鄉
4.屏東縣萬巒鄉 798.823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會通養新樓語言文字學研究論集 /
莊雅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70 面;
23 公分 .-- (著作集叢書. 會通養新樓
學術研究論集 ; 1603002) .-- ISBN 978986-478-416-5 (平裝) NT$500
1.漢語文字學 2.語言學 3.訓詁 4.研
究考訂 802
王淑芬的讀寫課 : 寫出全文才有用! /
王淑芬著 ; Bianco Tsai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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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9-3 (平裝)
NT$360
1.漢語教學 2.閱讀指導 3.寫作法
802.03
晚安故事 : 機智故事 成語故事 / 小紅
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北市 : 人類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541 (精裝) NT$14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我也繪漢字. Ⅲ / 陳學志, 林振興, 張
瓅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正中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6
公分 .-- 正簡通用版 .-- ISBN 978-95709-1978-3 (平裝) NT$320
1.漢字 802.2
漢字的拼形與排序 / 李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李牧, 10912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4-5 (平
裝)
1.漢字 2.研究考訂 802.2

超好玩!部首拼字遊戲書. 萬象.器物
篇 / 劉克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51 (平裝) NT$360
1.中國文字 2.漢字 802.27
遠古的文字.失傳的藝術 : 古文的緣
起發展暨古籀文字引介 / 張志豪撰
作 .-- 初 版 .-- 南 投 市 : 張 志 豪 ,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9-0 (平裝) NT$400
1.古文字學 2.中國文字 802.291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fiers /
陳榮安著 .-- 增訂六版 .-- 嘉義市 : 陳
榮安, 10912 .-- 7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9-7 (平裝) NT$2900
1.漢語詞典 2.量詞 802.39
福建龍巖城關話研究 / 張屏生著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事業有限
公司, 10911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69-6-3 (平裝) NT$880
1.閩語 2.比較方言學 3.福建省龍巖
市 802.5231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 / 彭欽清, 黃菊芳
譯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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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5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659-35-6 (精裝)
NT$850
1.客語 2.詞典 3.俗語 4.諺語
802.5238
語言接觸下客語的變遷 / 賴文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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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659-34-9 ( 平 裝 )
NT$380
1.客語 2.語言學 3.語言分析
802.5238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 駱英, 歐
恩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2-4 (平
裝)
1.漢語 2.作文 3.公文程式 802.7
國文 :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 / 廖筱雯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04 面; 23
公分 .-- 司法版 .-- ISBN 978-986-520156-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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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語 2.作文

802.7

視域、方法、實踐 : 辭章學系統的
語文篇章教學研究 / 陳佳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56 面; 23 公分 .-- (文
學研究叢書. 辭章修辭叢刊 ;
812011) .-- ISBN 978-986-478-413-4 (平
裝) NT$560
1.漢語 2.篇章學 802.76
應用文 : 實用書信最新公文 / 張仁青
編著 ; 成惕軒校訂 ; 彭正雄增訂 .-- 第
四次增訂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1 .-- 4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4-536-3 (平裝) NT$320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實務餐旅華語 = Practical hospitality
chinese / 明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中
心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新豐鄉 : 明
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10911 .- 1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881-9-4 (平裝)
1.漢語 2.餐旅業 3.讀本 802.8
我繪弟子規 /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
著 ; 張育菁, 郭順霖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78-417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478418-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478-419-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478-420-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478-421-9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86-478-422-6 (全套:平裝)
NT$5000
1.弟子規 2.蒙求書 3.漢語 4.讀本
802.81
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正簡對照
版). 第四冊 / 柯遜添主編 .-- 四版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0912 .-- 7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457-48-8 (平裝) NT$70
1.漢語 2.讀本 802.86
基礎日本語動詞 / 趙福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0912 .-- 384 面; 23 公分 .-- 大字
清晰版 .-- ISBN 978-957-710-804-3 (平
裝) NT$380
1.日語 2.動詞 803.165
不會日文也能玩遍日本 / 井上清美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
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155-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1.日語 2.旅遊 3.讀本 803.18

館 ; 2) .-- ISBN 978-986-246-596-7 (平
裝附光碟片) NT$320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用零食學日語 / 金秀民著 ; 謝宜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EZ Japan 樂學 ; 23) .-- ISBN 978986-248-931-4 (平裝) NT$36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新日檢制霸!N2 單字速記王 / 王秋陽,
詹兆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JLPT 滿分進擊) .-- ISBN
978-957-14-7040-5 (平裝)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3 分鐘學會說日語 / 朱讌欣, 田中紀
子 合 著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日語通 ;
2) .-- ISBN 978-986-5544-11-9 (平裝附
光碟片) NT$329
1.日語 2.會話 803.188

新 制 日 檢 ! 絕 對 合 格
:
N1,N2,N3,N4,N5 必背單字大全 / 山田
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 千田晴夫合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736 面; 21 公
分 .-- (日檢大全 ; 49) .-- 精修重音版 .- ISBN 978-986-246-598-1 (精裝附光
碟片) NT$69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從零開始,自學就會! : 看圖說日語!和
日本人聊一整天的生活會話 / 吉松
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
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即學即用 ; 14) .-- ISBN 978986-246-597-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0
1.日語 2.會話 803.188
職場日語實戰力 : 電話 X 商務文書 X
簡報 / 志方優, 山上祥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4-7 (平裝)
1.日語 2.職場 3.會話 803.188
修訂版合格全攻略!新日檢 6 回全真
模擬試題 N2 :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
文字.語彙.文法> / 山田社日檢題庫
小組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76 面;
26 公分 .-- (全攻略 ; 15) .-- ISBN 978986-246-595-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速攻日檢 N3 聽解 : 考題解析+模擬
試題 / 田中綾子等著 ; 黃彥儒, 黃曼
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53-4
(16K 平裝附光碟片)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
語單字 N4 / 吉松由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1 公分 .-- (日檢記憶

那些好想搞懂的韓文問題 : 一次解
決相似詞彙、文法與發音疑問! / 咖
永(Chia Ying)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3 公分 .-- (EZ Korea ; 31) .-ISBN 978-986-248-930-7 ( 平 裝 )
NT$4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看圖秒懂韓國人天天在用的擬聲擬
態語 / 辛昭靜著 .-- 新北市 : 語研學
院出版社, 10912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4-1-8 ( 平 裝 )
NT$3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NEW TOPIK II 新韓檢中高級寫作應
考秘笈 / 元銀榮, 李侑美, 國立國際教
育院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09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2-3 (平裝) NT$450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TOPIK 韓檢(初級)必備單字+文法 /
雅典韓研所企編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15 公分 .-- (全民學韓語 ; 29) .-ISBN 978-986-99431-3-0 (平裝附光碟
片) NT$299
1.韓語 2.詞彙 3.語法 4.能力測驗
803.289
創意台灣話. 5 / 王秋華編著 .-- 臺南
市 : 台南市香光愛心功德會, 1100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88-3-6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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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語 2.漢字

803.3

臺語文讀字.白話詞綜合辭典 / 呂理
組編著 .-- 新北市 : 漢殷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9824-0-5 (全套:
精裝) NT$2000
1.臺語 2.語音 3.字典 803.33
越南人學台語 = Người Việt Nam học
tiếng Đài / 梁庭嘉編著 .-- 第二版 .-新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越南語學
習 系 列 ; VM19) .-- ISBN 978-98699369-3-4 (平裝) NT$350
1.臺語 2.讀本 803.38
太 魯 閣 族 語 簡 易 會 話 = Ramas
empprngaw kari Truku / Iyuq Ciyang(金
清山)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34-2 (平裝)
NT$400
1.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太魯閣語 3.
會話 803.991388
7000 單字初級. LEVEL 3 & LEVEL 4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669-2-4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7000 單字初級. LEVEL 5 & LEVEL 6
/ Michael Y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9669-3-1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全方位英語大師 : 英文文法原來如
此 / 蘇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
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9-1-7 (平裝) NT$349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文文法與修辭. 二 / 劉世明, 劉珞安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6 公
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25-6 (平裝) NT$360
1.英語 2.語法 3.修辭學 805.16
秒懂!關鍵英文文法輕鬆學 / 張文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560 面; 21 公分 .-

- (生活英語系列 ; 19) .-- ISBN 978986-99431-2-3 (平裝) NT$599
1.英語 2.語法 805.16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Let's See! / Alex
Rath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5-8 (平
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基礎英文法. 養成篇 / 陳曉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38-2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最強圖解英文文法 : 隨手讀、馬上
懂,英文語感一本通! / 波瀬篤雄圖.
文 ;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13-5 (平裝) NT$450
1.英語 2.語法 805.16
圖解 : 一看就懂的英文文法書 / 工藤
三男著 ; 林佩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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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62-8 (平裝) NT$320
1.英語 2.語法 805.16
可以馬上學會的超強英語句型課 /
蘇盈盈, 珊朵拉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
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英語系列 ; 68) .-- ISBN 978-98699161-7-2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英文句型完全搞定 : 初學者也能馬
上學會的點線面致勝法 / 曾韋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
分 .-- (原來如此 ; E239) .-- ISBN 978986-5507-49-7 (平裝)
1.英語 2.句法 805.169
一天一篇短日記,寫出英文強實力 /
Mami 作 ; 林以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輕鬆學系
列 ; 34) .-- ISBN 978-986-507-238-4 (平
裝) NT$400
1.英語 2.寫作法 805.17
國際學會發表與英語論文寫作成功
秘訣 : 以心臟內科範例實戰教學 / 村
松俊哉原著 ; 唐瓊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10 (平裝)
1.英語 2.醫學 3.論文寫作法
805.175
實用外交文牘 = Practica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 劉振鵬(CharLes P. Liu)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001 .-- 270 面; 21 公分 .-- (中華社會
科學叢書) .-- ISBN 978-986-5512-41-5
(平裝) NT$350
1.英語 2.外交 3.應用文 805.179
英文. 二 / 李幸瑾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26-3 (平裝)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頻出題庫 / 凱旋編著 .-- 第十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6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171-5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理性與感性 /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作 ; Michael Robert Bradie 改寫 ; 謝雅
婷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8-9 (平
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郵政考試講重點(英文) / 凱西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4-7 (平裝) NT$400
1.英語 2.讀本 805.18
最 強 英 語 聽 力 課 : 輕 鬆 搞
定 :TOEIC.TOEFL.IELTS. 英 檢 . 學 測 .
會考 / 馬格.保羅基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輕鬆搞定 ; 1) .-- ISBN 978-986-554413-3 (平裝附光碟片) NT$329
1.英語 2.讀本 805.18
雙語國家系列叢書 : 走讀雲林. book
1 = Bilingual nation book series : Yunlin
study tour / 吳爾夫總編輯 .-- 初版 .-雲林縣虎尾鎮 : 吳爾夫國際文教有
限公司出版 : 芳斯華國際實業有限
公司雲林分公司發行, 10912 .-- 80 面;
25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1900-1-5 (精裝)
1.英語 2.讀本 3.臺灣 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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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鐘開口說美語 / 施孝昌著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3) .-- ISBN 978986-5544-12-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全情境圖解親子英文 : 第一本讓小
孩有如身歷其境的英語會話本 / Park
Hyun Young 原著 ; 林建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685-1 (平裝)
1.英語 2.會話 3.親子 805.188
每天都用得到的英語會話 : 用 40 種
情境學會老外天天都在用的會話、
單字 / Gina Kim 著 ; 林建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2-2-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和全球做生意 : 商場&辦公室必備英
語會話 = An efficient guide to learning
business English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5-4 (平裝) NT$350
1.英語 2.職場 3.會話 805.188
初學必備!一個月就能和任何人輕鬆
聊的英文會話 / 張瑩安著 .-- 初版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7-50-3 (平裝) NT$3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肢體動作英語會話全圖解 : Gesture
English 邊說邊比,更容易記住,與老外
溝通零距離 / 白善燁著 ; 談采薇譯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出版社, 10912 .-27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44-2-5 (平裝) NT$45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新概念 900 句玩轉生活英文 / 賴世雄,
吳紀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
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3 公 分 .-- ( 常 春 藤 新 概 念 系 列 ;
BA17) .-- ISBN 978-986-5676-98-8 (平
裝) NT$4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新概念 900 句玩轉社交英文 / 賴世雄,
吳紀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
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3 公 分 .-- ( 常 春 藤 新 概 念 系 列 ;
BA16) .-- ISBN 978-986-5676-97-1 (平
裝) NT$42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新概念 900 句玩轉旅遊英文 / 賴世雄,
吳紀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
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3 公 分 .-- ( 常 春 藤 新 概 念 系 列 ;
BA18) .-- ISBN 978-986-5676-99-5 (平
裝) NT$42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新概念 900 句玩轉職場英文 / 賴世雄,
吳紀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
有聲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 分 .-- ( 常 春 藤 新 概 念 系 列 ;
BA19) .-- ISBN 978-986-99775-0-0 (平
裝) NT$420
1.商業英文 2.會話 805.188
Crispy Fried ABC 鹽酥英語 : 讓你的
英語能力四分五裂 / 鵝肉麵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48-2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初級英檢複試圖解文法/單句寫作/口
說能力 : 練習及試卷 / 林漢忠等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10912 .-- 9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14-264-1 ( 平 裝 )
NT$1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準!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10
回全真模擬試題+翻譯解答(聽力&
閱讀) : 翻譯解答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264 面; 26 公分 .-- (常
春藤全民英檢系列 ; G51-2) .-- ISBN
978-986-5676-96-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2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TEST 多益文法密集特訓
/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
和作 ; 葛窈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503 (平裝)
1.多益測驗 2.語法 805.1895
New TOEIC TEST 多益閱讀密集特訓
/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
和作 ; 許可欣, 葉韋利譯 .-- 初版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51-0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New TOEIC TEST 多益聽力密集特訓
/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
和作 ; 許可欣, 黃薇嬪譯 .-- 初版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52-7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閱讀題庫解析 :
10 回 1000 題擬真試題+超詳解,掌握
考點,看穿考題陷阱,突破高分 /
Hackers Academia 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001 .-- 9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61 (平裝) NT$850
1.多益測驗 805.1895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聽力題庫解析
/ Hackers Academia 著 ; Joung, 談采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001 .-- 5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4-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80
1.多益測驗 805.1895
超完勝新制多益高分 5 回 : 黃金試題
1000 題(試題+解析雙書版) / Ui-Geol
Lee, Gi-Won Yun, Global21 語學研究
所作 ;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5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4-1 (平裝)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 制 多益 閱 讀測 驗總 整 理 / David
Cho 著 ; Tina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0912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5-4 (平裝)
NT$800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 制 多益 聽 力測 驗總 整 理 / David
Cho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出版社, 10912 .-- 38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54-143-0 (平裝附光碟
片) NT$599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 會話大全. 2 /
Amanda Cho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288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28) .-- ISBN 978-986-98079-8-2 (平裝
附光碟片)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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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益測驗

805.1895

我的專屬德語家教課 : 中高級 / 黃靖
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62-3-8 (平裝附光
碟片) NT$399
1.德語 2.讀本 805.28

文學
日本暢銷 20 年 : 從沒想法到有想法
的精準表達寫作術 : 從初學者到專
家一生都受用 / 山田 Zoonie 著 ; 陳畊
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職場方舟 ; 17) .- ISBN 978-986-99668-0-1 ( 平 裝 )
NT$380
1.寫作法 811.1
A GIFT 送給自己的禮物 : 從前從前
自傳書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六七八
久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18-0-4 (精
裝) NT$590
1.傳記寫作法 811.39
厲害了!碩士論文撰寫與問卷調查統
計分析 : 108 小時實戰 / 胡子陵著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51-9 ( 平 裝 )
NT$390
1.論文寫作法 2.統計分析 811.4
戰爭、傳統與現代性 : 跨文化流派
爭鳴 / 陳相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0911 .- 324 面; 21 公分 .-- (文化交流與觀照
想像會議論文集 ; 2) .-- ISBN 978-9865432-64-5 (平裝) NT$280
1.翻譯學 2.跨文化研究 3.文集
811.707
趙天儀全集. 評論卷 / 趙天儀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1888 (全套:精裝) NT$1750
1.文學評論 812
*論傑作 : 拒絕平庸的文學閱讀指南
/ 夏爾.丹齊格(Charles Dantzig)著 ; 揭
小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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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31) .--

ISBN 978-986-359-845-9 ( 平 裝 )
NT$350
1.文學評論 2.閱讀指導 812
詩的小宇宙 : 和孩子玩現代詩 / 韓麗
蓮著 ; 蔡豫寧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04-33-5 (平裝) NT$280
1.詩法 812.11
在轉角,為愛朗讀 / 吳錦發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3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264-2 ( 平 裝 )
NT$320
1.詩評 812.18
超實用對白寫作攻略 : 有這本就夠
了!好萊塢資深編劇顧問的 12 堂經典
對白寫作課 / Linda Seger, John Rainey
著 ; 戴榕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
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8-8 (平裝) NT$390
1.寫作法 2.劇本 3.對話 812.3
角色人物的解剖 / 琳達.席格(Linda
Seger)作 ; 高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84-7 ( 平 裝 )
NT$420
1.電影劇本 2.寫作法 3.角色 812.31
論小說與小說家 / Virginia Woolf 著 ;
瞿世鏡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現代名著譯叢 ; 34) .-ISBN 978-957-08-5654-5 ( 平 裝 )
NT$360
1.小說 2.文學評論 812.7
短篇小說寫作指南 / <<作家文摘>>
雜誌(Writers Digest Book)編著 ; 謝楚
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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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61-7 (平
裝) NT$420
1.短篇小說 2.寫作法 812.71
*列夫短篇小說 Love in real / 張列夫,
杉原佐莎作 .-- 初版 .-- 嘉義縣大林
鎮 : 華人一家文化企業社, 10911 .-140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6563-5-1 (平裝) NT$200

813.7
女子今有行 : 現代女性文學新論 / 羅
秀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0 面; 23
公分 .-- (現代文學叢刊)(文學研究叢
書. 現代學叢刊 ; 806008) .-- ISBN 978986-478-423-3 (平裝) NT$500
1.女性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15.107

中國文學
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 : 10 堂文學家
瘋傳的愛情課 / 宋怡慧著 .-- 初版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致知 ; 4) .- ISBN 978-957-9314-86-2 (平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古代
820.7
明清文學散步 / 王雪卿作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68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 1300006) .-- ISBN 978-986-478414-1 (平裝) NT$420
1.明清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906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王德
威 (David Der-wei Wang) 主 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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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44-862-4 (全套:平裝) NT$1200
1.中國當代文學 2.中國文學史 3.文
學評論 820.908
賦家與諍臣 : 唐宋賦學論集 / 許東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1 .-- 228 面; 21 公分 .-(文史哲大系 ; 312) .-- ISBN 978-986339-083-1 (平裝) NT$300
1.辭賦 2.文學評論 3.唐代 4.宋代
820.9204
明清崑腔音韻度曲考論 / 李惠綿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國 家 出 版 社 ,
10911 .-- 564 面; 21 公分 .-- (國家戲曲
研究叢書 ; 115) .-- ISBN 978-957-361576-7 (平裝) NT$1200
1.明清戲曲 2.戲曲評論 3.聲韻學 4.
曲律 820.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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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話美典的傳釋 / 林淑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496 面; 21 公分 .-- (博
雅傑林.文學 ; 9) .-- ISBN 978-957-172326-6 (平裝)
1.中國詩 2.詩評 3.詩學 821.886

中國文學總集
*唐詩三百首句譯 / (清)蘅塘退士編
選 ; 唐美惠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唐美惠, 10912 .-- 225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8350-4 ( 平 裝 )
NT$500
831.4
*唐詩與雪廬詩選輯講記 / 徐醒民
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3-4 (平裝)
831.4
新譯明清小品文選 / 鄭婷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64 面; 21 公分 .-- (古籍
今注新譯叢書) .-- ISBN 978-957-147015-3 (平裝)
835
郵政考試講重點(國文) / 李華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3-0 (平裝) NT$3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農友鄭板橋 / 王柏鐺編著 .-- 初版 .-雲林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社,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神農廣播
文 學 叢 書 ; 57) .-- ISBN 978-98695119-6-4 (平裝)
1.(清)鄭燮 2.文學評論 3.詩評 4.畫論
847.4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勤勉堂詩鈔 : 清朝駐新加坡首任領
事官左秉隆詩全編 / 左秉隆著 ; 林立
校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8) .-- ISBN 978957-13-8486-3 (平裝) NT$550
851.482

- ISBN 978-986-99576-0-1 ( 平 裝 )
NT$320
855

二行天地的神會與言詮 : 華文俳句
論文集 / 余境熹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164 面; 21 公分 .-(華文俳句叢書 ; 4)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0-3 (平裝) NT$250
1.俳句 2.詩評 3.文集 851.487

夭壽讚的笑話大 PK / 笑笑ㄟ西郎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達人館 ; 18) .-- ISBN 978-986-453135-6 (平裝) NT$250
856.8

考古雜誌 / 葉丹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168 面; 21 公分 .-(讀詩人 ; 13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2-7 (平裝) NT$200
851.487

唐人小說新讀 / 林保淳, 黃東陽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大學,
11001 .-- 3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8-2 (平裝) NT$400
857.14

途中遇雨 / 簡單著 .-- 臺北市 : 杯杯
文創伙伴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44-38 (平裝) NT$500
851.487

西湖佳話 / 墨浪子編撰 ; 陳美林, 喬
光輝校注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045-0 (平裝)
857.17

寢書樓詩詞集 / 楊永漢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55) .-- ISBN
978-986-478-427-1 (平裝) NT$160
851.487
梧桐雨 / 白樸撰 ; 王星琦校注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72 面; 21 公分 .-- (中國
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037-5
(平裝)
853.557
又見炊煙起 / 楊筆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3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40-6 ( 平 裝 )
NT$299
855
步踟躕於山隅 / 王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名山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
版 .-- ISBN 978-986-95773-5-9 (平裝)
NT$200
855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 不朽著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1-0 (平裝) NT$350
855
聞香識味 / 李夏著 .-- 初版 .-- 苗栗縣
竹南鎮 : 木果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Eating_尋味 ; 2) .-

山海經裡的故事. 3, 南山先生的逍遙
遊 / 鄒敦怜著 ; 羅方君繪 .-- 初版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孩子
的 經 典 花 園 ) .-- ISBN 978-957-085665-1 (平裝)
1.山海經 2.歷史故事 857.21
三遂平妖傳 / 羅貫中編次 ; 馮夢龍增
補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04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039-9 (平裝)
857.44
封神演義 / 陸西星著 ; 鍾伯敬評 ; 楊
宗瑩校注 ; 繆天華校閱 .-- 三版 .-- 臺
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中國古典名著) .-ISBN 978-957-14-7046-7 (全套:平裝)
857.44
儒林外史 / 吳敬梓著 ; 繆天華校注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604 面; 21 公分 .-- (中
國 古 典 名 著 ) .-- ISBN 978-957-147051-1 (平裝)
857.44
鏡花緣 / 李汝珍撰 ; 尤信雄校訂 ; 繆
天華校閱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32 面; 21
公分 .-- (中國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047-4 (平裝)
8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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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讀東周列國志 / (明)馮夢龍原著 ;
高欣改寫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
版社有限公司, 10912 .-- 368 面; 21 公
分 .-- (巧讀經典 ; 13) .-- ISBN 978-986402-342-4 (平裝) NT$280
857.451
東周列國志 / 馮夢龍原著 ; 蔡元放改
撰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中國古典
名著) .-- ISBN 978-957-14-7043-6 (全
套:平裝)
857.451
漫畫三國演義 / One Production 文.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455-8 (第 10
冊:平裝) NT$320
1.三國演義 2.漫畫 857.4523
巧讀隋唐演義 / (清)褚人穫原著 ; 高
欣改寫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
社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
分 .-- (巧讀經典 ; 14) .-- ISBN 978-986402-343-1 (平裝) NT$280
857.4537
說不盡的荒涼 : <<金瓶梅>>的欲望
書寫 / 林偉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6-4 (平裝) NT$350
1.金瓶梅 2.研究考訂 857.48
顧曉軍小說. 四 / 顧曉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2-7 (平裝) NT$480
857.63
隐衷 / 余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
譜文化出版社, 10911 .-- 冊 .-- 簡體字
版; 正體題名:隱衷 .-- ISBN 978-9865550-06-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50-07-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50-08-0 (全套:平裝)
857.7
九陽武神 / 我吃麵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398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40-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41-1 (第 3 冊:平
裝) NT$180
857.7

小行星 / 微風幾許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2 .-- 冊 .-- (PS ;
P284-P286) .-- ISBN 978-986-494-235-0
(中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34-3 ( 上 冊 : 平 裝 ) NT$330 .-ISBN 978-986-494-236-7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37-4 (全
套:平裝) NT$990
857.7
大周仙吏 / 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33-6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34-3 (第 2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635-0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女官賜福 / 隋羽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冊 .- (藍海系列 ; E96801-E96803) .-- ISBN
978-986-5555-95-5 ( 卷 1: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555-96-2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555-97-9 (卷 3:平裝) NT$280
857.7
大撤離 / 黃子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樂多事務所, 10911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742-0-2 (平裝)
NT$220
857.7
巧匠不婉約 / 賀思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73-6 (上冊: 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74-3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857.7
生死疲勞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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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584 面; 21 公分 .-- 諾貝爾獎
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549 (平裝) NT$480
857.7
北海公園有棵樹 / 谷風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0911 .-- 27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523-2-3 ( 平 裝 )
NT$360
857.7

安太座 / 月小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冊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71-2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72-9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她的小梨窩 / 唧唧的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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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冊 .-ISBN 978-986-361-952-9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953-6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954-3 (全套:
平裝)
857.7
有種你別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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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日月書版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64-2 (第
3 冊:平裝)
857.7
地獄變相 / 顏忠賢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冊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5669-9 (全套:平裝)
857.7
羊癲記 / 趙渝著 .-- 臺北市 : 東籬出
版社, 10911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2-0-4 (平裝) NT$350
857.7
每天都要哄王爺 / 寶珠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7301-E97304) .-ISBN 978-986-527-001-8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002-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003-2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004-9 (卷 4:平裝) NT$280
857.7
良辰吉食 / 向雲煙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7401-E97403) .-- ISBN
978-986-527-007-0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08-7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009-4 (卷 3:平裝) NT$270
857.7
我的徒弟都是大反派 / 謀生任轉蓬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42-8 (第 1 冊:平裝) NT$180 .80

- ISBN 978-986-515-643-5 (第 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442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我當道士那些年. 貳 / 仐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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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 (DN ; 241-242) .-- ISBN 978-986361-955-0 (上集:平裝) .-- ISBN 978986-361-956-7 (下集:平裝)
857.7
君繫昭昭 / 心月瀾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7601-E97603) .-- ISBN
978-986-527-014-8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15-5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016-2 (卷 3:平裝) NT$270
857.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5 : 寶藏. 下 / 夜
不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夜不語作品) .-- ISBN 978957-741-308-6 (平裝) NT$180
857.7
怪奇博物館. 105, 撈屍匠 / 夜不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1 公
分 .-- (怪奇博物館) .-- ISBN 978-957741-314-7 (平裝) NT$180
857.7
金粉世家 / 張恨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2-9194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352-920-0 (中冊:平裝) NT$450 .-ISBN 978-986-352-921-7 (下冊:平裝)
NT$450
857.7
易經 / 張愛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1 公分 .-- (張愛玲典藏 ; 10) .-ISBN 978-957-33-3647-1 (平裝)
857.7
春妝 / 姚霽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 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冊 .-- (小說 house 系列 ; 458-465) .-ISBN 978-986-467-262-2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3-9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4-6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5-3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6-0 (第
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7-7 (第 6 冊:平裝) NT$260 .-ISBN 978-986-467-268-4 (第 7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467-269-1 (第
8 冊:平裝) NT$260
857.7
食草家族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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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諾貝爾獎
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563 (平裝) NT$400
857.7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48-2 (平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二, 白馬出
涼州 / 烽火戲諸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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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49-9 (平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三, 春雷闖
江湖 / 烽火戲諸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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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50-5 (平裝)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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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三
日月書版故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63-5 (第 5 冊:平裝)
857.7

娶妻安枕 / 雀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冊 .-(藍海系列 ; E97101-E97102) .-- ISBN
978-986-5555-99-3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000-1 (下
冊:平裝) NT$280
857.7

星臨之基友倒貼手冊(橫版) / 月佩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
都)(米國度書系 ; B0036) .-- ISBN 978986-505-153-2 (平裝) NT$320
857.7

悠游十八章 / 趙渝著 .-- 臺北市 : 東
籬出版社, 10911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2-1-1 ( 平 裝 )
NT$340
857.7

神國之上 / 見異思劍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367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37-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38-1 (第 3 冊:平
裝) NT$180
857.7
第一侯. 第二部 / 希行著 .-- 初版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0912 .-- 冊 .-- (流
火選 ; F118-F122) .-- ISBN 978-957787-309-5 (卷 6: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10-1 ( 卷 7: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787-311-8 (卷
8: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12-5 (卷 9: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787-313-2 (卷 10:平裝) NT$300 .-ISBN 978-957-787-314-9 (全套:平裝)
NT$1500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一, 西北有
雛鳳 / 烽火戲諸侯著 .-- 初版 .-- 臺北

蛙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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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416 面; 21 公分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
版 .-- ISBN 978-986-344-855-6 (平裝)
NT$420
857.7
敦妻睦鄰 / 君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冊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75-0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76-7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77-4 (第 3 冊:平
裝) NT$260
857.7
最後的守衛 / Priest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冊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56-3 (全套:平裝)
857.7
無瞳之眼 / 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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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三日月書
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58-1 (第
3 冊:平裝)
857.7
塔羅遊戲 / 夜間飛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Play or die 系列 ; 1) .-- ISBN
978-986-99411-3-6 (平裝) NT$280
857.7
獄王(橫版) / 一個神經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
書系 ; B0037) .-- ISBN 978-986-505154-9 (平裝) NT$260
857.7
福壽綿綿 / 烏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7001) .-ISBN 978-986-527-005-6 ( 平 裝 )
NT$270
857.7
暮音 / 墨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091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45-1 (第 4 冊:
平裝)
857.7
檀香刑 / 莫言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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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80 面; 21 公分 .-- 諾貝爾獎
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570 (平裝) NT$450
857.7
隱衷 / 余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
譜文化出版社,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550-03-5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550-04-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50-05-9 (全套:
平裝)
857.7
藥引娘子 / 墨時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7801-E97802) .-- ISBN
978-986-527-011-7 ( 上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012-4 (下
冊:平裝) NT$280
857.7
瓊明神女錄 / 劍氣長存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305 (第 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31-2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32-9 (第 3 冊:平
裝) NT$190
857.7
不知山上 / 馮格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12 .-- 268 面; 21 公分 .-(要推理 ; 80)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7-5 (平裝) NT$330
857.81
歲月 / 林殷敏, 蔡仲恕, 何來美著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2020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
作 品 集 ) .-- ISBN 978-957-457-572-5
(平裝) NT$360
857.85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40 面;
21 公分 .-- (自然筆記 ; 6) .-- ISBN 978986-499-111-2 (平裝) NT$280
859.7
大風 / 莫言文 ; 李憶婷圖 .-- 初版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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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60 面; 25 公分 .-- (莫言
作品集 ; 18) .-- ISBN 978-986-344-8587 (精裝) NT$480
859.9
小皇帝的神奇大冰箱 : 將 1000 公斤
冰塊埋入地下的藝術家 / 楊俊作 ; 西
村祐貴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寬文
化工作室, 10912 .-- 36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98515-4-1 (精裝)
859.9
大聲說不可以! / 三三著 ; 丁鵬繪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6 面; 25X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884290-8 (精裝)
859.9

蘇州彈詞綜述 / 陳文瑛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12 .-- 37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573-03-4 ( 平 裝 )
NT$620
1.彈詞 2.歷史 858.7

吃掉枕頭的熊 / 張秋生作 ; 羅曦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9108-2 (精裝) NT$300
859.9

兒童文學

在鱷魚先生隔壁練琴 / 張秋生作 ; 白
彎彎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
10912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9-109-9 (精裝) NT$300
859.9

八爪的禮物 / 張秋生作 ; 貴圖子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9107-5 (精裝) NT$300
859.6
妖 怪 客 棧 . 4 : 無 盡 的 妖 夢 = The
monster inn / 楊翠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悅智文化館,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18-51-9 (平裝)
NT$240
859.6
乘鞦韆旅行的貓 / 張秋生作 ; 吳波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9110-5 (精裝) NT$300
859.6
住在我家的戴勝鳥 / 魯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

東方文學
86-不存在的戰區. Ep.8, Gun smoke on
the water / 安里アサト作 ; 可倫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60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89-6 (平裝)
861.57
D 機關. 1, JOKER GAME / 柳廣司著 ;
高詹燦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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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264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名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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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選 ; 36) .-- ISBN 978-957-9447-93-5
(平裝) NT$299
861.57
D 機關. 2, Double joker / 柳廣司著 ; 高
詹燦,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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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64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
名家傑作選 ; 37) .-- ISBN 978-9579447-94-2 (平裝) NT$330
861.57
D 機關. 3, Paradise lost / 柳廣司著 ; 劉
子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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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 ;
49) .-- ISBN 978-957-9447-95-9 (平裝)
NT$330
861.57
D 機關. 4, Last waltz / 柳廣司著 ; 王華
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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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 .-- 264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名家傑作選 ;
53) .-- ISBN 978-957-9447-96-6 (平裝)
NT$330
861.57
Noel 耶誕節 / 道尾秀介作 ; 葉韋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
分 .-- (春日文庫 ; 46) .-- ISBN 978-957741-317-8 (平裝) NT$350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4-3 (第 20 冊:平裝)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23, Unital
ring. II / 川原礫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69-8 (平裝)
861.57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教育特
務 / ネコ光一作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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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002 .-2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1-6 (第 11 冊:平裝)
861.57
人質卡農 / 宮部美幸著 ;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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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304 面; 21 公
分 .-- (宮部美幸作品集 ; 71) .-- ISBN
978-957-9447-99-7 (平裝) NT$360
861.57
三四郎 : 愛與自我的終極書寫,夏目
漱石探索成長本質經典小說 / 夏目
漱石著 ; 陳系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52-4 (平裝) NT$350
861.57
小說燈籠 / 太宰治著 ; 陳系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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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1-50-0 (平裝)
NT$360
861.57
心 / 夏目漱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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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11-53-1 (平裝)
NT$380
861.5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 / 千月さかき作 ;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9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90-2 (第 8 冊:平裝)
861.57
生若冬花的妳 / こがらし輪音作 ; 許
凱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4-209-1 (平裝)
861.57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
族 / 月夜涙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9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1-5 (第 3 冊:平裝)
861.57

打倒女神勇者的下流手段. 6, 「什麼,
你說想和我結婚?」 / 笹木さくま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91-9 (平裝)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限定版). 11 / 大森
藤ノ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90-2 (平裝)
861.57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 松山剛作 ; 邱
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24-197-1 (第 4 冊:
平裝)
861.57
自稱 F 級的哥哥似乎要稱霸以遊戲
分級的學園?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蒼
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94-0 (第 5 冊:平裝)
861.57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 りゅらせん
ひろつぐ作 ; 李殷廷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5-0 (第 10 冊:平裝)
861.57
我和你的半徑之間 / 七月隆文作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92) .-- ISBN
978-957-741-315-4 (平裝) NT$270
861.57
我要在勇者傳說底下創造英雄傳說 :
顛覆王道的英雄傳 / ナカノムラア
ヤスケ作 ;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3-6 (第 1 冊:平裝)
861.57
朋友未遂 / 宮西真冬著 ; 鍾雨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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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04 面; 21 公
83

分 .-- (NIL ; 36) .-- ISBN 978-98699810-0-2 (平裝) NT$340
861.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限定版). 7 / 丘
野優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9-6 (平裝)
861.57
夜長姬與耳男 / 坂口安吾作 ; 夜汽車
繪 ; 既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569 (精裝) NT$400
861.57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6, 盛滿咖啡杯的
愛 / 岡崎琢磨著 ; 林玟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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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日本暢銷小說 ; 96) .-- ISBN 978-986344-850-1 (平裝) NT$320
861.57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
しめさば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02-2 (第 4 冊:平裝)
861.57
告白預演系列. 9, 呼喚妳名字的那一
天 / HoneyWorks 原案 ; 香坂茉里作 ;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73-5 (平裝)
861.57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4, 神罰之
獸 / 細音啟作 ; Runoka 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93-3 (平裝)
861.57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三部, 庭院的
相簿 / 星緒早苗著 ; 緋華璃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11001 .-- 348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月 ; 8) .-- ISBN
978-986-98604-4-4 (平裝) NT$380
861.57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四部, 雲的日
記 / 星緒早苗作 ; 緋華璃譯 .-- 初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11001 .-- 366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月 ; 9) .-- ISBN 978986-98604-5-1 (平裝) NT$380
861.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17, 為這群
冒險者獻上祝福! / 暁なつめ作 ;
kazan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71-1 (平裝)
861.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繞道而行! /
暁なつめ作 ; kazano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70-4 (平裝)
861.57
約會大作戰 DATE A BULLET 赤黑新
章 / 東出祐一郎作 ; Q 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1 .-- 328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92-6 (第 6 冊:平裝)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作 ; 陳冠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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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308-6 (第
9 冊:平裝)
861.57
原本最討厭的你 / HoneyWorks 原案 ;
香坂茉里作 ;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告白預演系列 ; 10) .-ISBN 978-986-524-174-2 (平裝)
861.57
時空旅人的沙漏 / 方丈貴惠著 ; 李彥
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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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E Fiction ; 43) .-- ISBN 978986-99810-1-9 (平裝) NT$420
861.57

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 /
望公太作 ;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00-8 (第
3 冊:平裝)
861.57
時薪三百圓的死神 / 藤萬留作 ; 王蘊
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89) .-- ISBN 978957-741-311-6 (平裝) NT$350
861.57
第一人稱單數 / 村上春樹著 ; 劉子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467-2 (平
裝) NT$350
861.57
第十年的情人節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
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57) .-- ISBN 978957-741-312-3 (平裝) NT$399
861.57
麥本三步喜歡什麼呢? / 住野夜著 ;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5-2 (平裝)
NT$360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1 .-- 292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96-4 (第 7 冊:平裝)
861.57
累累 / 松井玲奈作 ; 陳梵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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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307-9 (平裝)
861.57
異常 / 桐野夏生著 ; 劉子倩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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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589 面; 21 公
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31) .-- ISBN
978-986-344-853-2 (平裝) NT$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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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57
偵探已死 / 二語十作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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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352-9 (第 1 冊:平裝)
861.57
瓶詰地獄 / 夢野久作作 ; ホノジロト
ヲジ繪 ; 既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55-2 (精裝) NT$400
861.57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
愛嗎?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36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98-8 (第 3 冊:平裝)
861.57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 懸絲傀儡
危機 / 天原原作 ; 葉原鐵作 ; 蘇聖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99-5 (平裝)
861.57
無職轉生 :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
事 /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172-8 (第 20 冊:平裝)
861.57
新.人間革命. 第 15 卷 / 池田大作著 ;
創價學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0911 .-- 368
面; 21 公分 .-- (學會歷史叢書 ; 2) .-ISBN 978-957-9566-61-2 ( 精 裝 )
NT$250
861.57
落日 / 湊佳苗著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00 種)(大賞 ; 123) .-- ISBN
978-957-33-3643-3 (平裝) NT$450
861.57
解謎才不像漫畫那麼簡單 / 藤崎都
著 ;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出版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59-8 (平裝)
861.57
夢十夜 / 夏目漱石作 ; しきみ繪 ; 黃
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58-3 (精裝)
NT$400
861.57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
過去成了傳說。 / えぞぎんぎつね
作 ;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12 (第 2 冊:平裝)
861.57
銀河食堂之夜 / 佐田雅志作 ; 侯萱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
分 .-- (春日文庫 ; 93) .-- ISBN 978-957741-316-1 (平裝) NT$270
861.57
緋彈的亞莉亞 / 赤松中學作 ; 陳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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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9304-8 (第
33 冊:平裝)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88-9 (第
8 冊:平裝)
861.57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 有時
作弊一下的悠哉旅程 / 藍敦作 ; 廖文
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77-3 (第 8 冊:平裝)
861.57
廚病激發 BOY / 藤並みなと著 ; 江宓
蓁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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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61960-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961-1 (第 2 冊:平裝)
861.57

廣播社 / 湊佳苗作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1-4 (平裝)
861.57
貓町 / 萩原朔太郎作 ; しきみ繪 ; 吳
季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57-6 (精裝)
NT$400
861.57
戰鬥員派遣中! / 暁なつめ作 ; 林孟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95-7 (第 5 冊:平裝)
861.57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 / 岬作 ; 簡捷譯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4901 種-)(YA! ; 66-) .-ISBN 978-957-33-3644-0 (第 6 冊:平裝)
861.5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 山口悟作 ;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736-7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37-1 (第 8 冊:平裝)
861.57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 馬場翁作 ;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986-524-176-6 (第 12 冊:平
裝)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6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12-737-4 (第 11 冊:平
裝)
861.57
魔女之旅(限定版). 10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688-9 (平
裝)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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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衣笠彰梧作 ; Arieru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1 .-- 360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175-9 (第 1 冊:平裝)
861.57
戀入膏肓 / 斜線堂有紀作 ; 邱憶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
學) .-- ISBN 978-986-524-215-2 (平裝)
861.57
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是不是
太超過了? / 神里大和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08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03-9 (第 3 冊:平裝)
861.57
水仙月四日 / 宮澤賢治文 ; 何耘之圖 ;
林真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9380-75-1 ( 平 裝 )
NT$260
861.596
月夜和眼鏡 / 小川未明文 ; 林廉恩圖 ;
游珮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9380-76-8 ( 平 裝 )
NT$260
861.596
狐狸阿權 / 新美南吉文 ; 周見信圖 ;
林真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8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9380-78-2 ( 平 裝 )
NT$260
861.596
真好耶!小學生快樂生活日記 / 筒井
共美(筒井ともみ)作 ; 吉竹伸介繪 ;
藍莓媽媽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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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
事館 ; 91) .-- ISBN 978-957-8544-47-5
(平裝) NT$260
861.596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
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
土變強 / 黒おーじ作 ; 倚風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2-9 (第 1 冊:平裝)
861.596

大頭妹 / 土田伸子文.圖 ; 周姚萍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66-03-6 (精
裝)
861.599

單腳麻雀媽媽 / 椋鳩十文 ; 鄭潔文圖 ;
陳瀅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9380-77-5 ( 平 裝 )
NT$260
861.596

我也好想去遠足 / 穗高順也作 ; 長谷
川義史繪 ; 林佩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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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5) .-- ISBN 978-986-507-236-0
(精裝) NT$320
861.599

魔法醫. 3, 夜之國的月之瞳寶石 / 南
房秀久作 ; 小笠原智史繪 ; 蕘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152 面; 21 公分 .-(Much 讀本 ; 77) .-- ISBN 978-957-521438-8 (平裝) NT$220
861.596

我是爸爸的超級大粉絲 / 板橋雅弘
作 ; サトウ マサノリ繪 ; 林宜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小 光 點 , 11001 .-- 4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17-533 (精裝)
861.599

小小的小小的冰的王國哦! / 酒井幸
栄文.圖 ;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64-0 (精裝) NT$149
861.599

我養了一隻暴龍 / 信實作 ; 陳玟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3 公
分 .-- (童心園 ; 160)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39-1 (精裝) NT$320
861.599

小小的小小的秘密寶物哦! / 酒井幸
栄文.圖 ;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63-3 (精裝) NT$149
861.599

花花鹿牙醫 / 宮島千夏文.圖 ; 邱瓊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6 公
分 .-- (小魯新生活繪本 ; 1) .-- ISBN
978-986-5566-05-0 (精裝) NT$300
861.599

小小的小小的魔法城堡哦! / 酒井幸
栄文圖 ;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62-6 (精裝) NT$149
861.599

怎麼睡成這樣子 / 吉竹伸介作 ; 許婷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58-457-2 (精裝)
861.599

下雨天的樟樹公寓 / 武鹿悅子文 ; 末
崎茂樹圖 ; 張文玉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25-003-4 (精裝)
NT$320
861.599
小豬撲滿想去旅行 / 村上詩子作 ; 長
谷川義史繪 ; 蘇懿禎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372-7 (平裝) NT$230

861.599

861.599

等了 100 年的獅子 / 石井睦美作 ; 阿
部弘士繪 ;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40 面; 26X24 公分 .-- (童心
園系列 ; 116)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233-9 (精裝) NT$320
861.599
廚房裡的大騷動 / 宮西達也文.圖 ; 蘇
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28 面; 22X21 公分 .-- (精
選圖畫書) .-- ISBN 978-986-5503-91-8
(精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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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收養小貓 / 成行和加子作 ; 垂石
真子慧 ; 陳珊珊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338-371-0 ( 平 裝 )
NT$230
861.599
樟樹公寓的客人 / 武鹿悅子文 ; 末崎
茂樹圖 ; 張文玉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25-007-2 (精裝)
NT$320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1, 夢遊妖怪城 /
岡本一郎作 ; 瀨邊雅之繪 ; 崔荔函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5-0 (平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2, 抓住貪吃賊 /
上野與志作 ; 中村景兒繪 ; 崔荔函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6-7 (平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3, 追蹤百變大盜
/ 岡本一郎作 ; 瀨邊雅之繪 ; 寧燁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7-4
(平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4, 飢餓島大冒險
/ 上野與志作 ; 二本柳泉繪 ; 崔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8-1 (平
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5, 解救公主 / 山
本和子作 ; 赤坂三好繪 ; 崔荔函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89-8 (平
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6, 五個廚師和大
餓魔 / 山本和子作 ; 二本柳泉繪 ; 崔
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90-4 (平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7, 喜歡魔法的國
王 / 上野與志作 ; 田頭巧孝繪 ; 寧燁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91-1 (平裝)
861.599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8, 女巫的神奇罐
/ 中野弘隆作 ; 中野弘隆繪 ; 寧燁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5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92-8
(平裝)
861.599
大眼蛙讀徒然草 / 朝日文庫編輯部
著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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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行 銷業務 部發行 ,
10912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3-5 (平裝)
1.吉田兼好 2.文學評論 861.647
小幸福寶典 / 吉本芭娜娜著 ; 劉子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19 公分 .-- (藍小說 ; 843) .-- ISBN 978957-13-8446-7 (平裝) NT$320
861.67
和日本文豪一起的夢境與永日 : 夏
目漱石淡而有味的機智幽默小品文 /
夏目漱石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感日常 ; 16) .- ISBN 978-986-5510-47-3 ( 平 裝 )
NT$280
861.67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Story ; 38) .-- ISBN 978957-13-8475-7 (平裝) NT$380
862.57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1 .- 40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17-49-6 (精裝)
862.599

沒有勇氣的一週 / 鄭恩淑(정은숙)著 ;
梁如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2 面; 21
公分 .-- (青青) .-- ISBN 978-957-147036-8 (平裝)
862.57

媽媽鹿 / 孔光圭(공광규)文 ; 李汝熙

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 : 韓國小說大
家經典代表作. 戰後篇 / 崔末順主編 ;
游芯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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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320 面; 21 公分 .-- (Great!) .-- ISBN
978-986-344-847-1 (平裝) NT$380
862.57

解憂專家企鵝醫生 / 姜景琇作 ; 賴毓
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95-1-4 ( 精 裝 )
NT$320
862.599

(이여희)圖 ; 陳怡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23-9-2 (精裝)
862.599

機密任務 : 代號 X / 姜景琇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12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66) .-- ISBN 978-957-503-705-5
(平裝) NT$300
862.596

到那裡,會有好事發生 / 具鏡善文.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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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43-08-2 (平
裝) NT$380
862.6

心撲通撲通,我喜歡你 / 李恩惠作.繪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62) .-- ISBN
978-986-507-243-8 (精裝) NT$320
862.599

泰戈爾小說戲劇集 / 泰戈爾著 ; 糜文
開, 裴普賢譯 .-- 三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71 面;
21 公分 .-- (經典文學) .-- ISBN 978957-14-7017-7 (平裝)
867.4

打招呼 / 金聲美文.圖 ; 簡郁璇譯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1 .-- 4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1750-2 (精裝)
862.599

2gether 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 JittiRai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冊 .-- (MM ; MM004-007) .-ISBN 978-986-494-228-2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229-9 (第
2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230-5 (第 3 冊:平裝) NT$350 .-ISBN 978-986-494-231-2 (第 4 冊:平裝)
NT$350
868.257

回到你的蛋殼裡! / 慶惠媛作 ; 賴毓
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5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495-2-1 (精裝)
NT$320
862.599

致美好的你 / 生活手帖編輯部著 ; 何
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0-114-5 (平裝)
NT$350
861.67

我的魚 / 朴海珍(박해진)文 ; 金知妍

小雪 : 被愛的條件 / 沈允瓊著 ; 簡郁
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蒂娜不一樣的襪子 / Okay Tina 文.圖 ;
王晶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김지연)圖 ; 陳怡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0-03-3 (精裝)
86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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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ther 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番外卷 /
JittiRai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
工作室, 10911 .-- 384 面; 21 公分 .-(MM ; MM008) .-- ISBN 978-986-494232-9 (平裝) NT$350
868.257
越南現代文學 / 阮登疊(Nguyễn Đăng
Điệp)原作 ; 蔣為文, 蔡氏清水, 鄭智
程譯 .-- 初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
際傳播社, 10911 .-- 1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887-2-1 ( 平 裝 )
NT$380
1.現代文學 2.文學史 3.越南 868.39

臺灣文學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 / 黃美娥等作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0912 .-- 464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論
叢. 文學篇) .-- ISBN 978-986-350-4283 (平裝) NT$65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63.207
從<<全臺詩>>到全臺詩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 申翼澈等作 ; 黃美娥主
編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1 .-- 535 面; 21X15 公分 .-- (臺文
館叢刊 ; 64) .-- ISBN 978-986-532-1963 (平裝) NT$450
1.臺灣詩 2.詩評 3.文集 863.21
微的宇宙 : 現代華文截句詩學 / 李瑞
騰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912 .-- 39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514)(臺灣詩學論叢 ; 20) .-BOD 版 .-- ISBN 978-986-99386-1-7 (平
裝) NT$530
1.臺灣詩 2.新詩 3.詩評 863.21
電波聲外文思漾 : 黃鑑村文學作品
暨研究集 / 顧振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272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十輯 ; 2) .-- ISBN 978-986-5504-21-2
(平裝) NT$320
1.黃鑑村 2.臺灣文學 3.民間文學 4.
文學評論 863.28
梁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 33 屆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
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出版中心, 10911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24-67-5 (平裝)
NT$300
863.3
七等生全集. 12, 寫給永恆的戀人手
記 / 七等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80-8 (平裝) NT$260
863.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20 / 張英
珉等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59-5 (平裝) NT$260
863.3
南南字語 : 臺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 韓昌弘等作 ; 王聰威總編
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600 面; 21 公分 .-- (臺南文學
叢書 ; L135) .-- ISBN 978-986-5430-573 (平裝) NT$400
863.3
夏天已然過去 / 林偉淑主編 .-- 一
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淡江書
系 ; TB024)(五虎崗文學 ; 5) .-- ISBN
978-957-8736-72-6 (平裝) NT$280
863.3
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 年 / 丁
威仁等作 ; 吳曉雲總編輯 .-- 連江縣
南竿鄉 :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10911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8-5 (平裝) NT$240
863.3
梅川創會二十週年特刊 / 王美懿主
編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梅
川傳統文化學會,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30-1-2 (平裝)
1.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梅川傳統文化
學會 863.3
博孤誌 :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十
二屆 / 張素卿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
臺灣大學發行, 10912 .-- 480 面; 23 公
分 .-- (Taida 臺大系列) .-- ISBN 978986-350-427-6 (平裝) NT$670
863.3
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
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
府文化局, 10911 .-- 4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2-06-2 ( 平 裝 )
NT$280
863.3
* 臺 灣 文 學 獎 金 典 獎 特 刊 . 2020 =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for Books / 卜
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等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195-6 (平裝)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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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礁裡的提琴 : 後山文學獎得獎作
品 專 輯 . 2020 = Houshan literature
award / 江愚總編輯 .-- 臺東市 : 國立
臺東生活美學館, 1091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34-8 (平裝)
NT$250
863.3
山居文稿 / 金榮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1091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644-8-9 (平裝) NT$360
863.4
芸芸眾生 / 郭軍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9-7 (平裝) NT$230
863.4
花舞山嵐農莊 : 阿蓮娜的蛻變花園 =
A farm with flowers in the Mists-Alena's
transmutative garden / 陳似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86-1 (平裝) NT$280
863.4
William 和阿嬤 / 蔡秀菊作 ; たにけ
いこ繪圖 ; 保坂登志子日文翻譯 ; 金
尚浩韓文翻譯 ; 詹琲晶英文翻譯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
分 .-- 中日韓英對照 .-- ISBN 978-986294-266-6 (平裝) NT$320
863.51
七等生全集. 13, 情與思 / 七等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
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815 (平裝) NT$240
863.51
*子青詩作選 : 厝邊阿嬤的柑仔店 =
A poetry collection : granny's grocery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 魯子青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禾 田 人 文 出 版 社 ,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66-9-9 (平裝) NT$400
863.51
心窗掠影 : 藍晶詩集 / 藍晶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10 面; 21 公分 .-(語言文學類 ; PG2507)(北美華文作
家系列 ; 40)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77-2 (平裝) NT$260

863.51
曲水流觴 百年風華 : 以文吟社一 0
六年度至一 0 九年度社員與前賢輝
映詩集總彙 / 朱英吉, 楊政道合編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以文吟社,
10912 .-- 280 面; 29 公分 .-- 附精選輯
聲音光碟 .-- ISBN 978-986-99821-0-8
(平裝附光碟片) NT$500
863.51
地球之島 / 羅智成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19 公分 .-- (文叢 ;
672) .-- ISBN 978-986-323-364-0 (平裝)
NT$300
863.51

記得你个好 : 詩畫選集(含樂譜/MV)
= Your goodness is always on my mind /
彭歲玲著 .-- 初版 .-- 臺東市 : 澎澎工
作室, 10911 .-- 224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986-99814-0-8 ( 精 裝 )
NT$500
863.51
荒涼糖果店 / 羅智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聯合
文叢 ; 670) .-- ISBN 978-986-323-363-3
(平裝) NT$300
863.51

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 / 胡
家榮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創
結社,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言
寺 ; 77) .-- ISBN 978-986-99661-3-9 (平
裝) NT$350
863.51

從中二病至決定主義是一種慣例行
走 / 余學林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0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522)( 吹 鼓 吹 詩 人 叢 書 ; 47)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74-1 (平
裝) NT$250
863.51

我們走上的全是歧途 / 靡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Love ; 35) .-- ISBN 978-957-138498-6 (平裝) NT$330
863.51

許多無名無姓的角落 / 柴柏松[作] .-初版 .-- [臺北市] :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6359-84-2 ( 平 裝 )
NT$320
863.51

奇人眼裏出新詩 / 褱安文字 .-- 初
版 .-- 臺中市 : 褱安, 10912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5-8 (平
裝) NT$350
863.51

情緣一世紀 : 台南公園 / 程鉄翼著 ;
翁秀蟬繪 .-- 初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
國際傳播社, 10912 .-- 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87-3-8 (精裝附光
碟片) NT$360
863.51

後來的她們 / 游淑如著 .-- 雲林縣斗
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1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7-8 (精
裝) NT$300
863.51
穿越時空的愛戀 : 孫吳也詩情.琉璃
畫集 / 孫吳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孫國祥,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3-8276-7 ( 平 裝 )
NT$500
863.51
記持開始食餌 / 柯柏榮著 .-- 初版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
作品集. 第十輯 ; 3) .-- ISBN 978-9865504-22-9 (平裝) NT$320
863.51

傅予世紀詩選 / 傅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1 .-- 14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詩叢 ; 150) .-- 精華
版 .-- ISBN 978-986-314-537-0 (平裝)
NT$260
863.51
雲林人文之旅 / 蕭蕭等作 .-- 初版 .-臺南市 :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4-1 (平裝)
863.51
紫雲詩集. 卷二 / 紫雲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7-3 (平裝) NT$150
863.51
愛.是一種遇見 / 巫守如著 .-- 初版 .-新北市 : 普林特印刷有限公司,
89

10911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83-3-8 (平裝) NT$160
863.51
詩的誕生 : 鄭炯明詩集 / 鄭炯明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春 暉 出 版 社 ,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5-2 (平裝) NT$280
863.51
趙天儀全集. 詩卷 / 趙天儀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1864 (全套:精裝) NT$2000
863.51
夢通往黎明 / 汪啟疆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6-9 (平
裝) NT$250
863.51
嘉義文學 : 梅山行雲 / 渡也作 .-- 初
版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文化觀
光局, 10912 .-- 1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24-54-1 (平裝) NT$280
863.51
編年台北 / 丁威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140 面; 28 公分 .-- (當代名
家 ; 93) .-- ISBN 978-986-99553-4-8 (精
裝) NT$350
863.51
編輯 / 王離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逗
點文創結社, 10912 .-- 192 面; 19 公
分 .-- (言寺 ; 75) .-- ISBN 978-98699661-4-6 (平裝) NT$350
863.51
獨角的誕生 / 陳威宏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200 面; 21 公
分 .-- (讀詩人 ; 140) .-- BOD 版 .-ISBN 978-986-445-433-4 ( 平 裝 )
NT$300
863.51
舊房子 / 徐培晃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天河創思出版社, 10912 .-- 23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304-3-3 (平裝)
NT$340
863.51
蘭陽風華.詩壯旅 / 田運良主編 .-- 新
北市 : 我己文創有限公司, 10912 .-168 面; 21 公分 .-- (我己詩叢 ; 3) .-ISBN 978-986-97576-8-3 ( 平 裝 )
NT$300
863.51

婦女生活十一種 : 劉亮延劇作集 / 劉
亮延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生 活雜誌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2 .-- 39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書 ; 646) .-- ISBN 978-986-387-368-6
(平裝) NT$380
863.54
盜火劇團(華文劇本 LAB)編劇實驗
室計畫劇本集 / 王健任等作 .-- 臺北
市 : 盜火劇團, 10911 .-- 3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4396-2-6 (第 1 冊:
平裝) NT$350
863.54
亂世英雄傾國淚 / 陳崇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
作品集. 第十輯 ; 5) .-- ISBN 978-9865504-24-3 (平裝) NT$320
863.54

尼尼的誕生 / 黃本蕊文字.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討論區 ;
41) .-- ISBN 978-986-179-612-3 (平裝)
NT$350
863.55
生活寫作佳作集(國小組) / 張良澤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育合
春教育基金會,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06-0-9 (平裝)
863.55
生活寫作佳作集(國中組) / 張良澤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育合
春教育基金會, 1091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06-1-6 (平裝)
863.55

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8-358-4 ( 平 裝 )
NT$250
863.55
那些年,那些事 / 鍾春蘭作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11 .-- 3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73-00-3 ( 平 裝 )
NT$380
863.55
我的老台北 / 張大春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0912 .-- 360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
林 ; YY0238) .-- ISBN 978-986-996870-6 (平裝) NT$400
863.55

北窗下 / 張秀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5
面; 21 公分 .-- (張秀亞作品) .-- ISBN
978-957-14-7011-5 (平裝)
863.55

我思,故青春在 / 項婕如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3-8479-5 ( 平 裝 )
NT$390
863.55

在岩礦壺中 細品人生百態 / 呂志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
公司, 10912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93-0-9 (平裝)
863.55

作客沙發 / 賴小馬著 .-- 初版 .-- 宜蘭
縣員山鄉 : 賴志遠, 10911 .-- 2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5-8 (平
裝)
863.55

七等生全集. 10, 黑眼珠與我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8-5 (平裝) NT$330
863.55

你已是你所需的一切 / 詹詠然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1 公
分 .-- (People ; 457) .-- ISBN 978-95713-8465-8 (平裝) NT$380
863.55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 / 楊双子著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6) .-- ISBN 978-986-406209-6 (平裝) NT$300
863.55

七等生全集. 11, 重回沙河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9-2 (平裝) NT$260
863.55

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 / 李德材著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1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25-68-5 (精裝) NT$300
863.55

何處是兒時的家 / 向鴻全作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32 面; 21 公分 .-- (文叢 ;
758) .-- ISBN 978-986-323-362-6 (平裝)
NT$320
863.55

N 次幸運所串聯的人生 / 鄧韻梅編
著 .-- 臺中市 : 必中出版社, 10912 .-181 面; 29 公分 .-- (系統文學 ; 第 102
輯) .-- ISBN 978-986-98380-2-3 (平裝)
NT$300
863.55

小物會 / 夏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2 .-- 312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叢
書 ; 312) .-- ISBN 978-957-13-8476-4
(平裝) NT$380
863.55
天天都想去旅行。 : 還在旅行
中,2021 旅行繪日誌 / 林君萍圖文攝
影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
限公司, 10911 .-- 19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621-1-7 ( 平 裝 )
NT$450
863.55

我行我素 / 安塔 Anta, 君靈鈴, 六色羽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0912 .-- 1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03-8 (平裝)
NT$270
863.55
更好的一年 : 無論陰晴圓缺,都是寶
藏 / LuckyLuLu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2 .-- 384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57-13-8472-6 (平裝) NT$550
863.55
我那熱愛土地的雙親 / 劉洪貞著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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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做少女的時陣是文藝少女 /
謝凱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1 公
分 .-- (九歌文庫 ; 1345) .-- ISBN 978986-450-321-6 (平裝) NT$300
863.55
金門典藏與智慧文 / 王水彰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萬人出版社有限公
司, 10911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61-342-7 (平裝) NT$480
863.55
夜航 : 帶你去一個地方 / 高自芬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
109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9-1107-4 (平裝) NT$320
863.55
孤島通信 / 宋尚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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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17) .-- ISBN 978-986-344-852-5 (平
裝) NT$350
863.55
素朴の心 / 張良澤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
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272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十輯 ; 1) .-- ISBN 978-986-5504-20-5
(平裝) NT$320
863.55
時光裡的小河流 / 王秀蘭著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05-8 ( 平 裝 )
NT$300
863.55
書海我游記 / 林景淵作 .-- 新北市 : 遠
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39-1121-0 (精
裝) NT$380
863.55
娛樂自己 / Hush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473-3 (平裝) NT$450
863.55
野文百感集 / 林野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56-64-4 (平裝) NT$300
863.55
從香港到台灣 / 傑拉德等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0911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00-7 (平裝) NT$550
863.55
理想的下午 / 舒國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
11001 .-- 280 面; 20 公分 .-- (文學森
林 ; YY0240) .-- ISBN 978-986-996871-3 (平裝) NT$350
863.55

尋 回 感 性 記 憶 = The retrieval of
perceptual memory / 彭茂中編著 .-- 新
竹市 : 旭正家具藝品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1798-4-4 (精裝)
863.55
開啟幸福生活的四把鑰匙 / 張晉城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化身工作室有
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2713-2-5 ( 平 裝 )
NT$350
863.55
插畫散步 / 黃本蕊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08 面; 23 公分 .-- (討論區 ; 43) .-ISBN 978-986-179-616-1 ( 平 裝 )
NT$250
863.55
*智慧的回聲 / 王壽來著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寄暢園文化藝術
基金會,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771-0-4 ( 平 裝 )
NT$320
863.55
隔間無神 暗裏有光 / 洪射作 .-- 初
版 .-- 彰化縣埤頭鄉 : 洪射, 11001 .-136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8-9 (平裝)
863.55
* 微 熟 女 標 本 室 = The sophisticated
lady / 欣蒂小姐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Catch ;
264) .-- ISBN 978-986-5549-24-4 (平裝)
NT$450
863.55
趙天儀全集. 雜文卷 / 趙天儀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1901 (全套:精裝) NT$700
863.55
暢所欲言 / 黃萱萱, 曼殊, 汶莎, 老溫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0911 .-- 13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01-4 (平裝)
NT$270
863.55
隱性反骨 : 持續思辨、否定自我的
成大教授, 帶你逆想人生 / 李忠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91

- (人文思潮 ; 149) .-- ISBN 978-986134-368-6 (平裝)
863.55
讀心樹 / 雅子作 ; 林岳勳攝影 .-- 初
版 .-- [臺中市] : 簡雅惠,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36 (平裝) NT$450
863.55
葉榮鐘選集. 晚年書信卷 / 葉榮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人間出版社,
10912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21-3-3 (平裝) NT$500
863.56
403 小組,警隊出動! / 顏瑜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81)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8-2 (平裝)
NT$250
863.57
Happy Halloween : 萬聖節馬戲團 / 林
纓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布里居出
版, 10912 .-- 334 面; 21 公分 .-- (萬聖
節馬戲團系列 ; 2-) .-- ISBN 978-98697528-2-4 (第 2 冊:平裝) NT$380
863.57
OPUS : 靈魂之橋 / 月亮熊, SIGONO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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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09-3 (平
裝)
863.57
Seven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60) .-- ISBN 978-986-302-567-2 (平裝)
NT$280
863.57
一個價值連城的小忙 / 白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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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411-43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99411-5-0 (下冊:平裝) NT$300
863.57
七等生全集. 1, 初見曙光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69-3 (平裝) NT$360
863.57
七等生全集. 2, 我愛黑眼珠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0-9 (平裝) NT$330
863.57
七等生全集. 3, 僵局 / 七等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1-6 (平
裝) NT$280
863.57
七等生全集. 4, 削廋的靈魂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2-3 (平裝) NT$370
863.57
七等生全集. 5, 沙河悲歌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3-0 (平裝) NT$260
863.57
七等生全集. 6, 城之迷 / 七等生著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
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47 (平裝) NT$280
863.57
七等生全集. 7, 散步去黑橋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5-4 (平裝) NT$300
863.57
七等生全集. 8, 銀波翅膀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6-1 (平裝) NT$260
863.57
七等生全集. 9, 譚郎的書信 / 七等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7377-8 (平裝) NT$320
863.57

山水懜 / 八千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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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0-9 (平裝)
863.57

月落胭脂巷 / 連鈺慧(小城綾子)著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臺南
作家作品集. 第 10 輯 ; 4) .-- ISBN 978986-5504-23-6 (平裝) NT$320
863.57

也不是不愛了 / 雪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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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網路
小說 ; 287) .-- ISBN 978-986-477-965-9
(平裝) NT$260
863.57

不擇手段占有妳 / 桔子作 .-- 初版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54-8 (平裝) NT$190
863.57

上帝的禮物 / 藍色水銀著 .-- 初版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1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99-3 (平裝) NT$290
863.57
下堂後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39) .-- ISBN 978-986-302-566-5 (平裝)
NT$220
863.57
于闐太子 / 周遠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歷史讀
物 ; 5) .-- ISBN 978-986-323-365-7 (平
裝) NT$300
863.57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 /
小鹿作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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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2-3 (第 3
冊:平裝)
863.57

有一間咖啡廳 / 蝴蝶原著 ; 曉君漫
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蝴蝶美繪
館 ; 3) .-- 漫畫插圖版 .-- ISBN 978986-7018-50-2 (平裝) NT$350
863.57
如來 : 死生之說 / 曾景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集夢坊, 1100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6-2 (平裝)
863.57
在幸福與寂寞之間擺盪 : 這就是愛
情 / 溫小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
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9-2 (平裝) NT$280
863.57
在幸福與寂寞之間擺盪 : 像極了愛
情 / 溫小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
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6-8-5 (平裝) NT$280
863.57
光的闇影 / 施又熙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0912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0-4-6 (平
裝) NT$380
863.57

不夠成熟的我們 / 舞流著.繪 .-- 初
版 .-- 桃園市 : 張拓, 10912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2-8 (平
裝) NT$300
863.57

乩童警探 : 謀殺的深度 / 張國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鏡小
說 ; 41) .-- ISBN 978-986-99502-4-4 (平
裝) NT$380
863.57

太陽女孩.月光男孩 / 牧童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12 .-- 270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74)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9-9 (平裝)
NT$330
863.57

那一夜初嘗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1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55-5 (平裝) NT$19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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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今天動心了嗎? / 蕾絲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花園
系列 ; G0204) .-- ISBN 978-986-980307-6 (平裝) NT$250
863.57
我在直播室的 1000 天 / 李川口述 ; 保
溫冰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策馬天
下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819-8-7 (平
裝) NT$380
863.57
*妙妻招財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6601) .-ISBN 978-986-5555-98-6 ( 平 裝 )
NT$300
863.57
我是夜叉不是恐龍 / 蝴蝶 Seba 著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蝴蝶館 ; 33) .-- ISBN 978-986-302565-8 (平裝) NT$220
863.57
那個野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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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紅
櫻桃 ; 1465) .-- ISBN 978-986-335-6370 (平裝) NT$210
863.57
我國我家我的旗 : 輸家的故事 / 映小
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448 面; 21 公
分 .-- (說，故事 ; 92) .-- ISBN 978-9865559-47-2 (平裝) NT$450
863.57
求嫁 / 宇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
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7701) .-- ISBN
978-986-527-013-1 (平裝) NT$270
863.57
拐夫三天三夜 / 朱輕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53-1 (平裝) NT$190
863.57
返校 : 影集小說 / 公共電視監製 ; 李
則攸, 巫尚益小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44 (平裝)
863.57
*東海伏妖誌 / 東燁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414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東燁作品集 ; 3) .-- ISBN 978-957-084061-2 (下卷:平裝) NT$390
863.57
青鳥的眼淚 / A.Z.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0912 .-- 310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43)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8-0 (平裝) NT$380
863.57
制裁列車 / 笭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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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
之城 ; 114) .-- ISBN 978-986-99766-0-2
(平裝) NT$320
863.5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三日月書
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57-4 (第
10 冊:平裝)
863.57
孤獨河 / 陳菽蓁採訪.撰文 .-- 初版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22-3-5 (平裝)
863.57
幽 院 禁 地 : 幽 聲 夜 語 . 5 = Night
whispers / 醉琉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0 公分 .-- (蓬萊詭話 ; PG005) .-ISBN 978-986-319-521-4 ( 平 裝 )
NT$250
863.57
冥婚 / 陳臻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59-380 (平裝) NT$200
863.57
馬球案 / 戚建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522-1 (平
裝) NT$24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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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嬌女友 Love x Disease / 蓋子打不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說，故事 ; 93) .-- ISBN 978-9865559-48-9 (平裝) NT$230
863.57
停下來的書店 / 夏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1001 .-- 224 面;
19 公分 .-- (言寺 ; 76) .-- ISBN 978986-99661-2-2 (平裝) NT$350
863.57
梔子花開(橫版) / 哈哈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
書系 ; B0035) .-- ISBN 978-986-505152-5 (平裝) NT$270
863.57
望日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61) .-- ISBN 978-986-302-568-9 (平裝)
NT$250
863.57
莫非定律 / 樓雨晴作 .-- 高雄市 : 樓
雨晴,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晴
書坊 ; 13) .-- ISBN 978-957-43-8285-9
(平裝) NT$400
863.57
假面夫妻請用心 / 喬寧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66) .-- ISBN 978-986-335-638-7 (平
裝) NT$260
863.57
被迫同居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64) .- ISBN 978-986-335-636-3 ( 平 裝 )
NT$220
863.57
異遊鬼簿 外傳 : 人魚 / 笭菁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741-307-9 ( 平 裝 )
NT$180
863.57
這邊不好玩就到那邊去玩 / 陳薇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薇真,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5-0 (平裝) NT$320
863.57

晴時多雲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177) .-- ISBN 978-986-99792-0-7
(平裝) NT$300
863.57
無夢系列 / 夜非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45-9 (第 1 冊:平裝) NT$240
863.57
煞死驚魂九十天 : 蓬萊醫療史上遭
受淘天海嘯襲擊的真實故事 / 神田
健司著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1 .-- 27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915-8-8 (平裝)
863.57
愛情缺失(橫版) / 洛玥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
書系 ; B0038) .-- ISBN 978-986-505155-6 (平裝) NT$260
863.57
*暗處裏.他們.牠們 / 歐崇敬著 .-- 新
北市 : 華人智庫文化創意產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1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4-1 ( 平 裝 )
NT$120
863.57
詩經亂彈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32) .-- ISBN 978-986-302-564-1 (平裝)
NT$200
863.57
*窩在宮中當米蟲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1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96901) .-- ISBN 978-986-5555-948 (平裝) NT$270
863.57
塵砂追憶 / 亞次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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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冊 .-- ISBN 978-957-109305-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06-2 (第 2 冊:平裝)
863.57
團圓 / 王少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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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03-1 (平裝)
863.57
箱庭魔女夏日騷動 / 午夜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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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62-8 (上冊:平裝)
863.57
鞋跟的祕密 / 吳孟樵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0912 .-- 220 面; 21 公
分 .-- (釀愛情 ; 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29-7 (平裝) NT$300
863.57
總裁的撒野嬌氣包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52-4 (平裝) NT$190
863.57
羅芳伯傳奇 / 黃丙喜編撰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312 面; 23
公分 .-- (客籍歷史人物傳奇故事) .-ISBN 978-986-307-193-8 ( 平 裝 )
NT$360
863.57
飄雪 / 張英珉, 郭昱沂, 葉琮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92 面; 21 公分 .-- (2020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短篇歷史小說
得 獎 作 品 集 ) .-- ISBN 978-957-457571-8 (平裝) NT$320
863.57
霸王莫別姬 / 翼翎著 .-- 臺南市 : 瑞
風文創, 11002 .-- 2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490-6-0 (上冊:平裝)
NT$300
863.57
攜手橫行侯府 / 艾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30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97201) .-- ISBN 978-986-527-006-3
(平裝) NT$290
863.57
饞上你原著小說 = Craving you / 謝怡
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轉高高娛樂
有限公司, 1091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55-0-6 ( 平 裝 )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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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57
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2020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2020 Hsinchu city
literature award : children's poetry / 曹育
寧等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0912 .-- 120 面; 20X20 公分 .-- (竹塹
文化資產叢書 ; 584) .-- ISBN 978-9865421-60-1 (平裝) NT$180
863.59
桃 園市 兒童文 學獎 優勝作品 專輯 .
2020 第 41 輯 / 陳永發主編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12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37 (平裝)
863.59
趙天儀全集. 兒童文學卷 / 趙天儀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
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187-1 (全套:精裝) NT$1200
863.59
九顆橘子 / 鄭丞鈞等著 ; 李憶婷等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牧笛獎精品童話 ; 19) .-- ISBN 978957-751-861-3 (平裝) NT$300
863.596
四不像和一不懂 / 楊隆吉文 ; 楊麗玲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1001 .-- 72 面; 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161-631-5 (平裝)
NT$220
863.596
我的青春不要只有一坪大 / 蔡正雄
著 ; 蘇力卡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四
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迷鹿 ; 4) .-- ISBN 978-98699149-3-2 (平裝) NT$260
863.596
我的陰陽眼同學 / 山鷹文 ; 徐至宏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小
兵故事百匯 ; 10) .-- ISBN 978-9579047-75-3 (平裝) NT$190
863.596
君偉上小學. 特別篇 : 君偉,你別誤會
了 / 王淑芬作 ; 賴馬插畫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19X20 公分 .-- ISBN
978-957-503-706-2 (平裝) NT$300
863.596

泡泡精靈. 2, 玩具屋大冒險 / 嚴淑女
文 ; 蜜可魯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6997 (平裝) NT$280
86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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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505-47-9 ( 平 裝 )
NT$330
863.596

狗屋裡的外星人 / 黃文輝文 ; 任華斌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小兵故事百匯 ; 5) .-- ISBN 978-9579047-74-6 (平裝) NT$230
863.596

對面的怪叔叔 / 管家琪著 ; 郭莉蓁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91100 .-- 112 面; 21
公分 .-- (故事館 ; 74) .-- ISBN 978-986449-210-7 (平裝) NT$280
863.596

奇異的魔法色筆 / 陳慧文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兒童文學 ; 54) .-- BOD
版 .-- ISBN 978-986-99614-1-7 (平裝)
NT$220
863.596

十二生肖之歌 / 洪福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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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62 (精裝) NT$390
863.598

航向鯨奇島 / 李明珊文 ; 袁知芃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64 面; 22 公分 .-- (小
書芽) .-- ISBN 978-957-14-7033-7 (平
裝)
863.596
晚安故事 : 好觀念故事 / 劉橙涵責任
編輯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53-4 (精裝) NT$140
863.596
晚安故事 : 經典童話 / 劉橙涵責任編
輯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北
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49-7 (精裝) NT$140
863.596
崑崙傳說 : 靈獸轉生 / 黃秋芳著 ;
Cinyee Chiu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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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8-6 (平裝) NT$330
863.596
眷村貓日子 / 翁禎霞, 郭漢辰文 ; 黃
祈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8803-6-7 ( 精 裝 )
NT$350
863.596
超馬童話大冒險. 8, 說再見 / 王淑芬
等著 ; 蔡豫寧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會飛的花 : 林良爺爺給孩子的暖心
童詩 / 林良作 ; 黃妍熙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5-013-3 ( 精 裝 )
NT$380
863.598
A68 的旅程 / 孫心瑜圖.文 .-- 初版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方舟
生態藝術有限公司, 10912 .-- 3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78 (精裝) NT$360
863.599
一斤 60 / 溫倩彣等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國民小學,
10911 .-- 30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30-67-2 (精裝)
863.599
小小土地公 / 施政廷文圖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74-526-7 (精裝)
863.599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6-4
(精裝) NT$300
863.599
*小豆的葵瓜子 / 胡芳瑜, 陳彙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3-2
(精裝) NT$300
863.599
子兒,吐吐 / 李瑾倫文.圖 .-- 四版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10911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61-630-8 (精裝) NT$300
863.599
*女孩與刺蝟 / 林巧雯圖.文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數位
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
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79-6 (精
裝) NT$300
863.599
大家一起玩泥巴 / 張秀毓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分 .-- (小
魯創作繪本 ; 67) .-- ISBN 978-9865566-06-7 (精裝) NT$300
863.599
大家來玩躲貓貓 / 王春子圖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6 面; 26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32-8911-1 (精裝)
NT$320
863.599
小黑炭的飛行夢 / 陳秀鳳圖 ; 潘玉潔
文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 方舟生態藝術有限公司,
10912 .-- 3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5-4 (精裝) NT$360
863.599

山上爺爺家 / 涂騰允, 許喬雯撰寫 ;
陳存靖繪圖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臺
中市豐原區農會出版 : 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發行, 10911 .-- 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817-0-5 (精裝)
863.599

*水果掉進海裡了! / 劉珍昕圖.文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7-0
(精裝) NT$300
863.599

*下午茶 / 張凱晴, 吳秉書圖.文 .-- 臺
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數
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手套小學開學了 / 鄭伊辰圖.文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95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0-2
(精裝) NT$300
863.599
不哭不哭笑一個 / 廖婉真文 ; 鄭惠珍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0912 .-- 28 面 ;
21X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7-3 (精裝)
863.599
叩叩叩!我可以進來嗎? / 粘忘凡作 ;
孫心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
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68-0 (精裝) NT$280
863.599
*世界盃動物棒球錦標賽 / 彭可群圖.
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
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27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
徵件計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2-6 (精裝) NT$300
863.599
外星語男孩 / 林宸緯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109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84-3-1 (平裝)
863.599
甲蟲消防隊,出動! / 劉思源文 ; 陳維
霖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
限公司, 10911 .-- 36 面; 27 公分 .-- (愛
智繪本館) .-- 注音版 .-- ISBN 978957-608-560-4 (精裝) NT$250
863.599
甲蟲消防隊,出動! / 劉思源文 ; 陳維
霖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
限公司, 10911 .-- 24 面; 3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608-561-1 (平裝)
NT$195
863.599
自由行真好玩 / 康真娥文 ; 蒲冠東
圖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33-092-8
(精裝)
863.599
老皮箱歲歲念 : 眷村拾光 / 孫心瑜圖 ;
鄭若珣文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
灣文學館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56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5-9 (精裝)
NT$300
863.599

10912 .-- 3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4-7 (精裝) NT$360
863.599

老皮箱踅踅唸 : 眷村話舊 = lāuphuê-siunn se̍h-se̍h-liām: Kuàn-tshuan
huā-kiū / 孫心瑜圖 ; 鄭若珣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臺
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56 面; 18X24 公分 .-ISBN 978-986-532-236-6 ( 精 裝 )
NT$300
863.599

*你的床可以借我嗎？ / 游為淳文.
圖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44 面; 42X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62-04-8 (精裝)
NT$280
863.599

多多少少郵局 = The green seed post
office / 王淑芬文 ; 吳語緁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11001 .-7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61-632-2 (平裝) NT$220
863.599
好玩的捉迷藏 / 廖婉真文 ; 鄭惠珍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0912 .-- 24 面 ;
21X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8-0 (精裝)
863.599
好想吃榴槤 = I really want to eat a
durian / 劉旭恭文.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10912 .-- 56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61-633-9 (精裝) NT$300
863.599
米寶洄家 / 王正雄, 吳政澔, 吳昌鴻,
張瑜芳文 ; 楊瑞菁圖 .-- 初版 .-- 花蓮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
林區管理處, 10912 .-- 34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60-5 (精裝)
863.599
沒自信的豬 / 廖婉真文 ;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911 .-- 28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2-8
(精裝)
863.599
走吧,蓋多! : 導盲犬養成大會考 / 黃
麗珍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3X23 公分 .-- (繪本館 ; 58) .-- ISBN
978-986-449-208-4 (精裝)
863.599
你所不知道的南極 / 楊恩生圖 ; 李馨
雅文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 方舟生態藝術有限公司,
96

我的夢不落地 / 吳承翰作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
會, 10912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84-2-4 (平裝)
863.599
那是誰的寶藏 / 何冠臻文 ; 蕭宇珊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署,
10912 .-- 3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450-21-2 ( 精 裝 )
NT$180
863.599
我得了一種自己攻擊自己的病 / 高
慧敏文 ; 高婷婷圖 .-- 初版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4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5-72-2 (精裝) NT$280
863.599
我想有個真正的家 / 社團法人台灣
動物平權促進會文 ; 貓魚圖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
權促進會,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108-1-0 (精裝)
863.599
*我撿到一枝金蔥筆 / 陳妍芸, 陳憲楷,
陳妍姍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 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
雲繪本創作徵件計畫. 109 年)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459-92-5 (精裝)
NT$300
863.599
味 / 王妍安, 王柏竣, 李秉諺, 李浤銘,
施易宏, 蔡宜珊文.圖 .-- 屏東縣萬丹
鄉 :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 ,
10912 .-- 33 面; 30 公分 .-- (兒童家鄉
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 ISBN 978-9865426-77-4 (精裝)
863.599
來大鯨魚的肚子裡玩吧 = Ailie with
whale / 張瀞仁(Jill)作 ; 南君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13-8477-1 ( 精 裝 )
NT$380
863.599
阿公的虱目魚 /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
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王湋愷, 曲芝
沄, 吳品蓁, 林怡蓁, 高宇婕, 高語妡,
湯子萱, 黃芷晴, 潘烝瑞, 鄭羽彤繪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南區日
新國民小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
列 ; 51) .-- ISBN 978-986-5430-76-4 (精
裝) NT$200
863.599
長治久安榮華富貴 / 張燈輝等繪圖 ;
許惠閔文字撰寫 .-- 屏東縣長治鄉 :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109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44 (精裝) NT$300
863.599
爸爸不要放手喔 / 康真娥文 ; 詹波
圖 .-- 臺南市 : 漢華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2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33-094-2
(精裝)
863.599
阿啾在哪裡? / 廖書荻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34 面; 19X19 公分 .-ISBN 978-986-294-265-9 ( 精 裝 )
NT$320
863.599
阿媽,妳去哪裡了? / 廖俞雲等文字 ;
吳念真繪圖 .-- 初版 .-- 高雄市 : 島嶼
的集體記憶計畫, 10912 .-- 48 面; 30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99740-0-4 (精裝) NT$700
863.599
*松鼠過冬 / 楊奕晴, 吳芸廷圖.文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9-5
(精裝) NT$300
863.599
幸福的斑斑 / 廖婉真文 ; 鄭惠珍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
咪托嬰中心, 10911 .-- 24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3-5
(精裝)
863.599

花膨鼠山谷 / 江寬慈文 ; 蘇夢豪繪 ;
陳豐惠, 黃淑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
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7-389-8 (精
裝) NT$350
863.599
怪鯨魚 / 李馨雅圖.文 .-- 初版 .-- 基隆
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方舟生態
藝術有限公司, 10912 .-- 3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6-1 (精裝)
NT$360
863.599
南田古道遊學趣 = Field trip to Nantian
historical trail /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教學群作 ; 郭萱秀插畫 .-- 嘉義市 : 嘉
義市宣信國民小學, 10911 .-- 25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4-59-6 (精裝) NT$380
863.599
*重生的白白 / 黃湘㚬, 溫之羽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6-3
(精裝) NT$300
863.599
美好食堂 / 李憶婷圖.文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8X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443-707-8 (精裝)
NT$350
863.599
哎呀! / 廖婉真文 ; 張孝誠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咪
托嬰中心, 10912 .-- 32 面; 21X3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6-6 (精裝)
863.599
食育天團. 2 : P.F.機器特物 / 妙蒜小
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
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911 .-- 40 面 ;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15-50 (精裝)
863.599
皇帝企鵝,讓我為你畫張像 / 楊恩生
圖 ; 潘玉潔文 .-- 初版 .-- 基隆市 : 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方舟生態藝術有
限公司, 10912 .-- 38 面; 21X27 公分 .- ISBN 978-986-5461-48-5 ( 精 裝 )
NT$360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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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當 / 鄧羽芮, 鄧羽彤圖.文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數位
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
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7-1 (精
裝) NT$300
863.599
是誰偷吃了我的蜂蜜 / 廖婉真文 ; 張
孝誠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私
立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10911 .-- 28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361-4-2 (精裝)
863.599
*消失的家 / 洪心妘, 陳宥妤圖.文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4-9
(精裝) NT$300
863.599
海底世界大冒險 / 金春作 ; 詩詩繪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福 地 出 版 社 ,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 (全彩版 Q
讀本 ; 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787-9-1 (平裝) NT$200
863.599
*神奇的魔法點心屋 / 施亮妤, 謝嘉葳,
張紜慈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 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
雲 繪 本 創 作 徵 件 計 畫 .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4-0 ( 精 裝 )
NT$300
863.599
*海豹的飛翔 / 李建緯, 陳心妮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5-7
(精裝) NT$300
863.599
祕密小兔 / 張友漁作 ; 貓魚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001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17-51-9 (平裝)
863.599
淡水河是我家 / 喬莅圖.文 .-- 初版 .-新 北 市 : 小栗 子 , 10912 .-- 40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12 (精裝) NT$600
863.599

*這是什麼呢? / 陳智寧圖.文 .-- 初
版 .-- 新竹市 : Lemon Tart's Illustration
World, 10911 .-- 24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9798-0-1 ( 平 裝 )
NT$360
863.599

話我德成迎鬧熱 / 黃安桂等繪圖 ; 社
區長輩, 許惠閔文字撰寫 .-- 屏東縣
長治鄉 :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109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6-8 (精裝) NT$300
863.599

這是什麼味道 / 李偉婷文.圖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5425-73-9 ( 精 裝 )
NT$280
863.599

漁村尋寶之旅 : 臺灣漁村繪本 / 蕭堯
仁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66-9-0 ( 精 裝 )
NT$320
863.599

黑妞說節慶. 一 / 廖沛林文.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10911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4-7 (精裝) NT$250
863.599
斯斯找工作 / 許添盛口述.導讀 ; 陳俊
實執筆 ; 張素玲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心靈繪本 ; 1)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123-8-9 (精
裝) NT$450
863.599
*菲菲的夢想 / 張譽馨, 簡語葳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1-8
(精裝) NT$300
863.599
新「澎」友 = Teman baru di penghu /
陳寶緞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10912 .-- 2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746-7 (平裝)
863.599
*意外的旅程 / 魏心穎, 謝侑珆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8-8
(精裝) NT$300
863.599
跳吧!青蛙小畢 / 湯姆牛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79-833-9 ( 精 裝 )
NT$350
863.599

滿姊養好地 給你好蔬果 / 吳佳嬅, 周
淑珍, 邱金滿, 林志威, 翁千惠, 郭玉
惠, 顏玲玉圖.文 .-- 初版 .-- 屏東縣新
埤鄉 : 川人街工作室, 屏東縣好客產
業發展聯盟,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850-0-0
(精裝) NT$300
863.599

*險象環生,還我保地 / 廖昱喬, 吳雨
家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 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28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
雲 繪 本 創 作 徵 件 計 畫 .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0-1 ( 精 裝 )
NT$300
863.599
樹說進興 / 林鳳昭等繪圖 ; 社區長輩,
許惠閔文字撰寫 .-- 屏東縣長治鄉 :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109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51 (精裝) NT$300
863.599
*貓熊變裝秀 / 黃思瑗, 謝昕霓圖.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0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徵件計
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95-6
(精裝) NT$300
863.599

廖添丁落南 lāng 年舍歌 / 林裕凱作 ;
鄒享想繪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
灣文學館, 10910 .-- 3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32-185-7 (精裝附隨身
碟) NT$1000
863.599

糖貓 / 劉品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時報悅讀 ;
36) .-- ISBN 978-957-13-8478-8 (平裝)
NT$220
863.599

慢慢往上爬 / 張懿範作 .-- 新北市 : 新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10911 .-- 39 面 ;
20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62-05-5 (平裝) NT$280
863.599

*鋼鐵戰士與山獸 / 李昱璿, 李昱維圖.
文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
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10911 .-- 32
面; 30 公分 .-- (臺北酷課雲繪本創作
徵件計畫. 109 年) .-- ISBN 978-9865459-83-3 (精裝) NT$300
863.599

蔗田蔗甜在德和 / 潘春雄等繪 ; 社區
長輩, 許惠閔文字撰寫 .-- 屏東縣長
治鄉 :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10911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63-7 (精裝) NT$300
863.599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 Excuse me,
will my feet touch the bottom / 劉旭恭
圖.文 .-- 三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出版社, 10912 .-- 48 面; 28 公分 .-- (文
學獎系列) .-- ISBN 978-986-161-634-6
(精裝) NT$300
863.599
燕巢有看頭 / 金山國小學生圖.文 .-高雄市 : 高雄市立圖書館, 10912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2-8 (精裝) NT$380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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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小鬼勇者 = The cowardly hero / 蕭
宇辰總編輯 .-- 1 版 .-- 桃園市 : 財團
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10912 .-46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9744-0-0 (精裝)
863.599
藍色五分車 / 沈欣儒文.圖 .-- 初版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1 .- 40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5-74-6 (精裝) NT$280
863.599
蹦奇蹦奇,跑得快 / 王文華文 ; 張真輔
圖 .-- 第一版 .-- 嘉義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
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42 面; 27 公
分 .-- (繪本 ; 263) .-- ISBN 978-9865449-69-8 (精裝) NT$320

863.599
騎鐵馬遊東豐 / 陳怡茹文.圖 .-- 臺中
市 :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10911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5-4 (精裝) NT$250
863.599
書寫客家與客家書寫 : 臺灣客家文
學研究論集 / 邱湘雲著 .-- 新北市 : 客
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1091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633-5-2 (平
裝) NT$460
1.客家文學 2.文學評論 863.72
當代客家文學. 2020 / 黃子堯主編 .-新北市 : 臺灣客家筆會, 1091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812-33 (平裝)
1.客家文學 2.文學評論 863.72
後 生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品 集 . 2020 =
Hakka forever / 江馥如等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911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9-98-7 (平裝) NT$250
863.73
五福臨門 門生祥 : 客話詩集 / 劉明猷
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
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劉明猷.
客語創作文集) .-- ISBN 978-986-307192-1 (平裝) NT$360
863.751
南方意象的覡歌 / 涂耀昌著 .-- 初
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文化資
產維護學會, 10911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5022-4-5 (平裝)
NT$230
863.751
*58°个鄰舍情 : 客語散文集. II / 徐貴
榮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華夏書坊,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61-6-1 (平裝) NT$500
863.755
我家的女孩們 : 客家文選 / 方梓等作 ;
郭玫芬主編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1091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0-9 (平裝)
NT$300
863.755
女 巫 見 習 生 = sinananam tu zana
metiyu / 林玉妃等文字 ; 胡念慈等圖
畫 .-- 初版 .-- 花蓮縣豐濱鄉 : 花蓮縣
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 109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5-6 (精
裝) NT$500
863.859
我們在這裡 = i tini kami / 林英妹, 秦
昭山, 田秀青, 蔡榮良, 陳桂花, 林金
妹, 田昌吉, 林德青繪 ; Arik 王力之,
Sabak Tutuy 邱貞英, Rara Dongi 拉拉.
龍女文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
政府, 10911 .-- 44 面; 21X30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9-29-4 (精
裝) NT$300
863.859

西洋文學
晚安故事 : 伊索寓言 / 劉橙涵責任編
輯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插圖 .-- 新北
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3-50-3 (精裝) NT$140
871.36
失樂園 / 米爾頓原著 ; 劉怡君改寫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新視界 ;
11) .-- ISBN 978-986-178-530-1 (平裝)
NT$339
873.51
分手上架 / 赫莉.艾肯頓(Helen Acton)
著 ; 羅慕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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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TN ; 279) .-- ISBN 978-986-361-9673 (平裝)
873.57
北方的光明星 / 大衛.約翰(D.B. John)
著 ; 聞若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Echo ; MO0069) .-- ISBN 978-9865509-53-8 (平裝) NT$480
873.57
伊卡伯格 / J.K.羅琳(J. K. Rowling)著 ;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 皇 冠 叢 書 ; 第 4902
種)(Choice ; 338) .-- ISBN 978-957-333645-7 (平裝) NT$399
873.57
我知道一個秘密 / 泰絲.格里森作 ; 尤
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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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04) .-- ISBN
978-957-741-309-3 (平裝) NT$399
873.57
命定之人 / 約翰.馬爾斯作 ; 陳岳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05) .-- ISBN 978957-741-319-2 (平裝) NT$399
873.57
哈利波特. 4, 火盃的考驗 / J.K.羅琳(J.
K.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 二版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7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894 種)(Choice ; 336) .-- ISBN
978-957-33-3639-6 (平裝)
873.57
*封鎖 / 彼得.梅(Peter May)著 ; 陳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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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1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新
象 ; 276)(TN ; 276) .-- ISBN 978-986361-940-6 (平裝) NT$330
873.57
美麗新世界 / 阿道斯.赫胥黎作 ; 莊惠
玫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0-0 ( 平 裝 )
NT$300
873.57
一九八四 / 喬治.歐威爾著 ; 莊惠玫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27-393-5 ( 平 裝 )
NT$350
873.596
少年特種部隊. 3, 北極冰原的死亡逃
脫 / 克里斯.萊恩(Chris Ryan)著 ; 馬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456-5 ( 平 裝 )
NT$360
873.596
彼得潘 / 詹姆斯.馬修.貝里作 ; 劉佩
儀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3-1 ( 平 裝 )
NT$280
873.596
金銀島 : 尋找失落的寶藏 / 羅伯特.路
易斯.史蒂文生作 ; 陳以庭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001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4-8 (平裝)
873.596
格列佛遊記. 1, 小人國遊記 / 強納森.
斯威夫特文 ; 史偉志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4-2 (平裝) NT$220
873.596
格列佛遊記. 2, 大人國遊記 / 強納森.
斯威夫特文 ; 史偉志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5-9 (平裝) NT$220
873.596
格列佛遊記. 3, 諸島國遊記 / 強納森.
斯威夫特文 ; 史偉志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6-6 (平裝) NT$220
873.596
格列佛遊記. 4, 慧馬國遊記 / 強納森.
斯威夫特文 ; 史偉志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7-3 (平裝) NT$220
873.596
愛麗絲夢遊仙境 / 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著 ; 李樺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5-3 (平裝)
873.596
愛麗絲鏡中奇遇 / 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著 ; 李樺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86-0 (平裝)
873.596
魯賓遜漂流記 / 丹尼爾.笛福作 ; 史偉
志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1-7 ( 平 裝 )
NT$380
873.596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一, 迷失群
星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
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9-87-1 (平裝) NT$250
873.596
魔法星際寵物. 4, 水晶球的祕密 / 琳
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 陳思因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75) .-- ISBN 978-957521-439-5 (平裝) NT$200
873.596
不 再 孤 單 / 喬 瑟 夫 . 科 爾 賀 (Joseph
Coelho)文 ; 蘿璸.威爾森歐文(Robyn
Wilson-Owen)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13-8447-4 (精裝)
873.599

公司, 10912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876-97-5 (精裝)
NT$300
873.599
閃亮新星百納德 / 麗莎. 斯蒂克利
(Lisa Stickley)文.圖 ; 林真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
公司, 10912 .-- 36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876-98-2 (精裝)
NT$300
873.599
愛看書的噴火龍 / 黛比. 格里奧里
(Debi Gliori)作 ; 謝靜雯譯 .-- 初版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001 .-- 32 面;
25X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770-0-5 (精裝)
873.599

只丟一個又不會怎麼樣! / 崔西.寇德
羅伊(Tracey Corderoy)作 ; 湯尼.尼爾
(Tony Neal)繪 ; 周婉湘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4-525-0 (精裝)
873.599

愛書的小熊 / 克蕾兒.弗利曼(Claire
Freedman)文 ; 艾莉森.弗蘭德(Alison
Friend)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1 .-- 34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212-394-2 (精裝)
873.599

先 有 蛋 / 蘿 拉 . 希 格 (Laura Vaccaro
Seeger)文.圖 ; 余治瑩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0X22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40-362-2 (精裝)
873.599

愛嚇人的蹦蹦熊! /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 東尼.羅斯(Tony Ross)
繪 ; 謝雅文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40 面 ;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5529-857 (精裝) NT$320
873.599

收集貓咪 / 羅娜.史高比(Lorna Scobie)
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1 .-- 40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17-52-6 (精裝)
873.599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斯. 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著 .-- 新北市 : 大智
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
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35) .-- ISBN
978-986-99075-6-9 (平裝) NT$300
873.599
要穿什麼呢? / 珍.佛斯特(Jane Foster)
作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360-8 (精裝)
873.599
神奇的失物招領室 / 愛蜜莉. 蘭德
(Emily Rand)文.圖 ; 郭妙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
100

嘰哩咕嚕三寶 / 約翰.凱利(John Kelly),
卡門.塞爾達娜(Carmen Saldaña)著 ;
詹宛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2-378-6 (平
裝) NT$300
873.599
鬧情緒的小火龍 / 羅伯特.斯塔林圖.
文 ; 蔡季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1 .-- 36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68-10-8 (精裝)
NT$320
873.599
雙胞胎海盜 / 威廉.尼可森(William
Nicholson)作.繪 ; 陳以庭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390-4 (精裝) NT$290

873.599
幻色闇倫敦 : 灰霧盜賊 / V.E.舒瓦
(V.E.Schwab)著 ; 林欣璇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2 .-- 480 面; 21 公分 .-- (臉
譜小說選) .-- ISBN 978-986-235-887-0
(平裝) NT$440
874.57
幻色闇倫敦 : 紅城魔法師 / V.E.舒瓦
(V.E.Schwab)著 ; 林欣璇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2 .-- 384 面; 21 公分 .-- (臉
譜小說選) .-- ISBN 978-986-235-886-3
(平裝) NT$400
874.57
幻色闇倫敦 : 黑影之王 / V.E.舒瓦
(V.E.Schwab)著 ; 林欣璇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2 .-- 560 面; 21 公分 .-- (臉
譜小說選) .-- ISBN 978-986-235-888-7
(平裝) NT$560
874.57
老人與海 / 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著 ; 曾 銘 祥 , Raymond
Sheppard 繪 ; 李毓昭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264 面; 21 公分 .-- (愛藏本 ; 106) .-- 中
英雙語典藏版 .-- ISBN 978-986-552986-4 (精裝) NT$260
874.57
死亡藍調 /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 劉麗真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卜洛克作
品系列 ; 4) .-- ISBN 978-986-235-884-9
(平裝) NT$300
874.57
血冠女王 / 荷莉.布萊克著 ; 盧相如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語風
之靈 ; 3) .-- ISBN 978-957-658-467-1
(平裝) NT$380
874.57
冰凍地球. 二部曲, 太陽戰爭 / 傑瑞.
李鐸(A.G. Riddle)作 ;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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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80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25) .-- ISBN 978986-99310-8-3 (平裝) NT$399
874.57
冰凍地球. 首部曲, 寒冬世界 / 傑瑞.
李鐸(A.G. Riddle)作 ;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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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80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24) .-- ISBN 978986-99310-7-6 (平裝) NT$399
874.57
冰凍地球. 終部曲, 失落星球 / 傑瑞.
李鐸(A.G. Riddle)作 ;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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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80 面; 21 公
分 .-- (Best 嚴選 ; 126) .-- ISBN 978986-99310-9-0 (平裝) NT$399
874.57
克蘇魯的呼喚 : H.P. Lovecraft 恐怖小
說傑作選 / 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著 ;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堡
壘文化, 10912 .-- 488 面; 21 公分 .-(New Black ; 3) .-- ISBN 978-98699410-7-5 (平裝) NT$580
874.57
*夜虎 / 朱洋熹(Yangsze Choo)著 ; 王
心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518 面;
20 公分 .-- (To ; 122) .-- ISBN 978-9865549-25-1 (平裝) NT$450
874.57
狼 時 刻 / 羅 伯 . 麥 肯 曼 (Robert
McCammon)著 ; 穆卓芸譯 .-- 初版 .-新北市 : 鸚鵡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592 面; 21 公分 .-- (Kwaidan ;
5) .-- ISBN 978-986-94351-7-8 (平裝)
NT$499
874.57
第 9 號被害人 / 塔米.霍格(Tami Hoag)
著 ; 蕭季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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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文學新象 ; 280)(TN ; 280) .-- ISBN
978-986-361-966-6 (平裝)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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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現場直播 / 麥克.歐默(Mike Omer)
著 ; 李雅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68) .-- ISBN 978-986-235-8900 (平裝) NT$390
874.57
異形. 2 /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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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50-5 (平裝)
874.57
異形. 3 /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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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51-2 (平裝)
874.57
異形 /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作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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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49-9 (平
裝)
874.57
尋 找 代 號 八 / 羅 伯 . 杜 格 尼 (Robert
Dugoni)著 ; 清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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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66-2-6 (平裝) NT$399
874.57
游泳者 / 約翰.齊佛(John Cheever)作 ;
余國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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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學 ; 150)(約
翰.齊佛短篇小說自選集 ; 3) .-- ISBN
978-986-359-851-0 (平裝) NT$380
874.57
無 垠 祕 典 / 布 蘭 . 山 德 森 (Brandon
Sanderson)作 ; 段宗忱等譯 .-- 初版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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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10-6-9 ( 精 裝 )
NT$999
874.57
喀 邁 拉 空 間 / 泰 絲 . 格 里 森 (Tess
Gerritsen)著 ; 尤傳莉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37) .-- ISBN 978-957-741-313-0 (平裝)
NT$399
874.57
遇見虎靈的女孩 / 泰.凱勒(Tae Keller)
著 ; 王儀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11 面;
21 公分 .-- (青青) .-- ISBN 978-957-147019-1 (平裝)
874.57
*聖誕樹 / 茱莉.沙樂門著 ; 殷石譯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5-1 (平裝) NT$300
874.57
暮光之城 : 午夜陽光 / 史蒂芬妮.梅爾
作 ; 甘鎮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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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9-8 (平裝)
874.57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 / O. Henry 著 ; 沈
漠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原著雙語彩圖本 .-- ISBN
978-986-318-957-2 (25K 平裝)
874.57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 歐亨利著 ; 王
聖棻, 魏婉琪譯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32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典 ; 113) .-- ISBN
978-986-178-531-8 (平裝) NT$380
874.57
親愛的艾德華 / 安.納波利塔諾(Ann
Napolitano) 著 ; 康 學 慧 (Lucia Kung)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116-9 ( 平 裝 )
NT$430
874.57
天神公主學園. 4, 狩獵女神追星記 /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

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 舒靈譯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Much 讀本 ; 79) .-- ISBN 978-957-521445-6 (平裝) NT$200
874.59

林懷卿改寫 ; 奇亞子繪圖 .-- 二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世
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369-7 (平裝) NT$220
874.596

少女三劍客 : 我在這裡 / 凱特.狄卡密
歐(Kate DiCamillo)著 ; 郭恩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金獎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370-3 (精裝) NT$280
874.596

湯姆歷險記 / 馬克.吐溫作 ; 史偉志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0912 .-- 3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27-392-8 ( 平 裝 )
NT$350
874.596

希望在這裡 / 瓊.包爾(Joan Bauer)原
著 ; 趙永芬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56 面; 21 公分 .-- (小魯大獎小說 ;
BSP323R) .-- ISBN 978-986-5566-04-3
(平裝)
874.596
非常魔法班. 6 : 大規模縮小事件 / 莎
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 蘿
倫.米瑞可(Lauren Myracle), 艾蜜莉.簡
金斯(Emily Jenkins)作 ; 舒靈譯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78) .-- ISBN 978-957-521-441-8
(平裝) NT$200
874.596
往奧茲國之路 / 李曼.法蘭克.鮑姆文 ;
約翰.里.奈爾圖 ; 史偉志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8-6 (平裝) NT$250
874.596
星期五的沒事教室 / 賈桂琳.伍德生
(Jacqueline Woodson)作 ; 黃筱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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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90) .-- ISBN
978-957-8544-46-8 (平裝) NT$320
874.596
桃樂絲與奧茲國巫師 / 李曼.法蘭克.
鮑姆文 ; 約翰.里.奈爾圖 ; 李珞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7-9 (平裝) NT$250
874.596
湯姆叔叔的小屋 / 史杜威夫人
(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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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茲國女王 / 李曼.法蘭克.鮑姆文 ;
約翰.里.奈爾圖 ; 李珞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6-2 (平裝) NT$250
874.596
奧茲國仙境 / 李曼.法蘭克.鮑姆文 ;
約翰.里.奈爾圖 ; 李珞玟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5-5 (平裝) NT$250
874.596
*葛瑞的囧日記. 15, 露營大逃殺 / 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 陳信宏譯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2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25-001-0 (平裝) NT$380
874.596
小鉛與小擦 / 史考特.馬谷文.圖 ; 宋
珮翻譯 .-- 臺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50-3 (精裝) NT$280
874.599
戈力亞 : 不一樣的男孩 / 西莫.阿巴迪
亞(Ximo Abadia)文.圖 ; 柯倩華譯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30 公分 .-(繪本館 ; 50) .-- ISBN 978-986-449209-1 (精裝) NT$340
874.599
艾瑞養了一匹馬,才怪! / 瑪西.坎貝爾
(Marcy Campbell) 文 ; 柯 芮 娜 . 路 肯
(Corinna Luyken)圖 ; 賴嘉綾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17-1 (精裝)
NT$320

874.599
我是幼兒園國王 / 戴瑞克.巴恩斯
(Derrick Barnes)文 ; 凡妮莎.布蘭特里
-紐頓(Vanessa Brantley-Newton)繪 ; 謝
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5X23 公分 .-- (繪本館 ; 69) .-- ISBN
978-986-248-933-8 (精裝) NT$320
874.599
我要去跟老師說 / 克里絲蒂安.瓊斯
(Christianne Jones)作 ; 艾琳娜.艾利斯
(Elina Ellis)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68)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21-442-5 (精裝)
NT$300
874.599
走開,綠色大怪物! / 艾德.安伯利(Ed
Emberley)文.圖 ; 余治瑩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40-361-5 (精裝)
874.599
相信自己的小蝴蝶 / 羅斯.巴魯克
(Ross Burach)文圖 ; 李紫蓉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274-527-4 (精裝)
874.599
畫一棵樹 / 芭芭拉.雷德(Barbara Reid)
文.圖 ; 余治瑩翻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367-7 (精裝)
874.599
媽咪在哪裡? / 貝芙莉.唐諾費歐
(Beverly Donofrio)作 ; 芭芭拉.麥克林
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繪 ; 陳慶祐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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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36 面; 25X26 公分 .-- (繪本滴 ; 23) .-ISBN 978-957-9529-71-6 ( 精 裝 )
NT$360
874.599
輸不起的羊駝 / 克里絲蒂安. 瓊斯
(Christianne Jones)作 ; 瑪莉莎.莫蕾雅
(Marisa Morea)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65)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440-1 (精裝)
NT$300
874.599
雙語繪本 : 迪士尼冰雪奇緣. II : 艾莎
的大冒險 / Susan Amerikaner 作 ; 朱崇
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48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517-55-7 (精裝)
874.599
雙語繪本 : 迪士尼冰雪奇緣 : 橫渡大
海 / Ruth Homberg 作 ; 朱崇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002 .-- 32 面; 21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517-54-0 (精
裝)
874.599
深耕小箋. 3 / 許萬常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49-6 (平裝) NT$450
874.6
晚霞滿天 : 台美歲月 / 周明峰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52-6 (平裝) NT$320
874.6
喜歡,是一粒種籽 / 韓秀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9 面; 21 公分 .-- (輯+) .-ISBN 978-957-14-7016-0 (平裝)
874.6
胡桃鉗 / E. T. A.霍夫曼作 ; 蕭宇廷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27-402-4 ( 平 裝 )
NT$220
875.596
童話夢工場 : 拯救睡公主 / 格林童話
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
場 ; 6) .-- ISBN 978-957-521-444-9 (平
裝) NT$250
875.596
*逝物之書 : 我們都是消逝國度的局
外 人 / 茱 迪 絲 . 夏 朗 斯 基 (Ju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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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lansky)著 ; 管中琪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64 面; 20 公分 .-- (walk ;
23) .-- ISBN 978-986-5549-26-8 (精裝)
NT$400
875.6
異鄉人 / 卡繆著 ; 秦三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愛 經 典 ; 46) .-- ISBN 978-957-138464-1 (精裝) NT$280
876.57
基督山恩仇記 / 大仲馬著 ; 赫易, 王
琦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352-916-3 (上冊:平裝) NT$480 .-ISBN 978-986-352-917-0 (中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986-352-918-7 (下
冊:平裝) NT$480
876.57
歌 劇 魅 影 / 卡 斯 頓 . 勒 胡 (Gaston
Leroux)著 ; 楊玟譯 .-- 五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10-4 (平裝) NT$280
876.57
海龍號. 8, 尋找古拉國王子 / 茱麗葉.
巴 哈 希 尼 . 登 妮 (Juliette ParachiniDeny), 歐麗芙耶.杜邦(Olivier Dupin)
作 ; 傑侯姆.貝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72 面; 20 公分 .-(優讀本 ; 176) .-- ISBN 978-957-521446-3 (精裝) NT$240
876.596
老 象 / 勞 倫 斯 . 布 吉 尼 翁 (Laurence
Bourguignon) 文 ; 薇 樂 莉 . 多 赫 爾
(Valérie d'Heur)圖 ; 張家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5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570-04-0 (精裝)
876.599
綿羊理髮廳 / 澀谷純子圖文 ; 蔡季佐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48 面; 20X18 公分 .-ISBN 978-986-5568-05-4 ( 精 裝 )
NT$300
876.599

守護貓奧斯卡 / 琪雅拉.瓦倫提娜.賽
格雷(Chiara Valentina Segré)文 ; 保羅.
多梅尼寇尼(Paolo Domeniconi)圖 ; 張
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3-8-5 (精裝)
877.599
先問過才能拿 / 珍妮佛.莫爾.瑪麗諾
斯(Jennifer Moore-Mallinos)作 ; 迪恩.
格雷(Dean Gray)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分 .-- (迷繪本 ; 69) .-- ISBN
978-957-521-443-2 (精裝) NT$300
878.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海鷗 : 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 / 安東.契
訶夫(Anton Chekhov)著 ; 丘光譯 .-- 修
訂 1 版 .-- 臺北市 : 櫻桃園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經典文學 ; 9R) .-- ISBN 978-98697143-3-4 (平裝) NT$320
880.57
克雷洛夫寓言集 / 伊萬.克雷洛夫作 ;
林敬蓉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27-391-1 (平裝)
880.596
焦 慮 的人 / 菲特烈. 貝克 曼(Fredrik
Backman)著 ; 杜蘊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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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貝克曼作品集 ; 2) .-- ISBN
978-986-99305-5-0 (平裝) NT$420
881.357
新譯<<玩偶之家>> / 亨里克.易卜生
作 ; 林雯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銳文創, 11001 .-- 166 面; 21 公分 .-(新美學 ; 52)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5-8 (平裝) NT$240
881.455
*瑪雅 / 喬斯坦.賈德著 ; 江麗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5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4-4 (平裝) NT$620
881.457
小老鼠和藝術大師 : 莫瑞鼠與林布
蘭 / 英格麗.舒伯特(Ingrid Schubert),
迪特.舒伯特(Dieter Schubert)文.圖 ;

郭騰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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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05-50-9 (精裝) NT$350
881.6599
小老鼠和藝術大師 : 莫瑞數與維梅
爾 / 英格麗.舒伯特(Ingrid Schubert),
迪特.舒伯特(Dieter Schubert)文.圖 ;
郭騰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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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05-51-6 (精裝) NT$350
881.6599
第一天上學 / 艾絲特.凡登伯格
(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 黃婷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0 面; 33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02-6 (精裝)
881.6599
給媽媽的禮物 / 尤里.斯雷赫斯(Yoeri
Slegers)文.圖 ; 賴潔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570-01-9 (精裝)
881.6599
邁向王道 / 艾芙烈.葉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著 ; 陳佾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莎妹工作室,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12-0-0 (平裝)
NT$350
882.255
第 55 號 被 害 人 / 詹 姆 斯. 迪 拉 吉
(James Delargy)著 ; 簡秀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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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336 面; 21 公分 .- (Hit 暢小說 ; 101) .-- ISBN 978-986344-844-0 (平裝) NT$360
884.157
紅髮安妮 / 蒙哥瑪莉文 ; 夏琳娜圖 ;
陳文美譯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92 (平裝) NT$320
885.3596
一 隻 偉 大 的 狗 / 大衛. 卡 利(Davide
Cali)文 ; 米蓋爾.坦可(Miguel Tanco)
圖 ; 游珮芸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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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8
面; 26 公分 .-- (小小思考家 ; 2)(繪本 ;
26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708-6 (精裝) NT$320
885.3599
微光鎮上,圍牆不見了 / 凱莉.肯比
(Kelly Canby)著 ; 羅吉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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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05-45-5 (精裝)
NT$350
887.1599
瘋狂樹屋 130 層 / 安迪.格里菲斯
(Andy Griffiths)作 ;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 韓書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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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小麥
田故事館 ; 92) .-- ISBN 978-957-854448-2 (平裝) NT$380
887.1599
擔心做錯決定的小獅子 / 皮普.史密
斯(Pip Smith)作 ; 波.懷利(Beau Wylie)
繪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40 面; 28 公分 .-- (童心園 ; 161)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07-240-7 (精裝)
NT$320
887.1599

新聞學
第四版草稿 : 普立茲獎得主的非虛
構寫作獨門技藝,從蒐集題材、彰顯
主題、布局架構、採訪技巧、自我
懷疑到增刪裁減,定稿前的 8 大寫作
鍛鍊 / 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作 ;
劉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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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384 面; 21 公分 .-- (New 不歸類 ;
8039) .-- ISBN 978-986-344-851-8 (平
裝) NT$450
1.新聞寫作 2.新聞報導 895.4

藝術類
總論

藝術鑑賞 : 導覽與入門 / 邢益玲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78-7 (平
裝) NT$395
1.藝術 900
希臘眾神的天空 : 從神話傳說探索
諸神的日常與起源 / 江逐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36-6-6 (平裝) NT$420
1.藝術評論 2.希臘神話 901.2
哺挫 = BOOCHOA / 黃建宏總編輯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
術館, 10911 .-- 144 面; 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99078-3-5 (精
裝)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
囚 : 陳武鎮作品集. 2015-2018 / 陳武
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204-5 (全套:平裝) NT$1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 : 臺灣原住民當
代藝術 / 呂學卿等撰文 ; 伊誕.巴瓦瓦
隆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瑪家鄉 :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
中心, 10912 .-- 2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5-16-5 (平裝) NT$600
1.藝術 2.作品集 3.臺灣原住民
902.33
玩美化境 : 林美智藝術創作集一九
九六年-二 0 二 0 年 = The wonderland
of art : Lin Mei-Zhi art exhibition / 林美
智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2-0 (精裝) NT$12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南方作為相遇之所 : South Plus:大南
方多元史觀特藏室. I / 吳慧芳執行編
輯 ; 蔣伯欣, 方彥翔撰文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912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7-3 (精裝) NT$85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很可以_青年創作培力計畫 = Good to
go_young artists empowerment project
2020 / 許遠達撰文 ; 林煌迪編著 .-- 臺
南市 :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912 .-

- 168 面; 19X22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2-1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專輯. 2020 / 林榮
森總編輯 .-- 第一版 .-- 南投市 : 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 10912 .-- 296 面; 26 公
分 .-- (文化資產叢書 ; 237) .-- ISBN
978-986-5422-52-3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20
= The Member Joint Exhibition of
Nantou Fine Arts Association / 廖述麟
總編輯 .-- 南投縣南投市 : 南投縣美
術學會, 10911 .-- 2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149-2-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洄瀾美展. 109 年 : 2020 Hualien Art
Exhibition / 吳勁毅總編輯 .-- 初版 .-花蓮市 : 花蓮縣文化局, 10912 .-- 64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930-0 (平裝) NT$52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酒後心花開 / 曾英棟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甘樂阿舍美術館, 1091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19-03 (平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2020 = Art Education Society of
TaoYuan / 崔如山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 10912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930-20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 52
屆 = 52nd Armed forces golden statue
awar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 王秉浩主
編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911 .-- 3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56-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棲夢幻室 = Habitat of illusion / LUPA
作 .-- 臺北市 : 糸日藝術有限公司,
10912 .-- 120 面; 20X20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99322-1-9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嘉檢藝文專輯. 一 0 九年 : 真善與美
/ 林宗利, 劉婷瑟, 蔡佳莉, 周俊良, 陳
政宏, 鄭羽茹, 周幼芯編輯 .-- 初版 .-嘉義市 :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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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嘉義
分會, 109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58-9 (精裝) NT$7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 灣美 展免審 作家 協會會員 聯展 .
2020 = The Prominent Selected Artists
Association of Taiwan Provincial Art
Exhibition. 2020 / 林文仁執行編輯 .-臺中市 : 台灣美展免審作家協會,
10911 .-- 8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94-0-5 (精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區 :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美術
班畢業專輯. 第 23 屆 / 九年十五班全
體同學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立明
仁國民中學, 10912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67-3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典藏目錄. 2019 = Collection catalogue
2019 / 賴逸芸, 陳美智, 陳嬿晴執行編
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
館,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6-94-2 (平裝) NT$500
1.高雄市立美術館 2.美術 3.蒐藏品
4.目錄 902.833
典藏目錄. 32 = The catalogue of 2019
collection / 薛燕玲策劃編輯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2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4-2 (精
裝)
1.國立臺灣美術館 2.美術 3.蒐藏品
4.目錄 902.833
*泛.南.島 / 徐柏涵, 許可, 黃瀚嶢, 方
彥 翔 , Peter Brunt, 柯 念 璞 , Reuben
Friend, Wesley Enoch, Lisa Wilkie, 長谷
川祐子撰稿 ; 謝宇婷執行編輯 ; 林依
瑩, 許可, 錢佳緯, 彭若瑩, 章舒涵, 游
承彥, 池田リリィ茜藍翻譯 .-- 第一
版 .-- 高 雄 市 : 高 雄 市 立 美 術 館 ,
10911 .-- 冊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16-91-1 (全套:精裝)
1.藝術展覽 2.藝術評論 3.文集 4.高
雄市 906.6
拓開國際 : 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巴西
聖保羅雙年展檔案彙編. I,1956-1961
= The NMH and the São Paulo Biennial :
selected archives. I,1956-1961 / 陳曼華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
物館, 10912 .-- 3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193-2 (精裝) NT$1500

1.藝術展覽 2.文獻 3.臺灣 4.巴西
906.6
重返神性 : 作為一個無神論的有神
論者 = Relocating divinity : being an
atheist theist / 朱峯誼編 .-- 第一版 .-[臺北市] : 朱峯誼,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0-7 (平裝)
NT$380
1.藝術展覽 2.藝術評論 3.作品集
906.6
望瞰赤嵌∞交感神經 : 城市考古未
來學 2020-1940 / 林川又圖文創作 ; 潘
元石口述 .-- 初版 .-- 台南市 : 林川又,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4-3 (平裝) NT$777
1.藝術展覽 2.文學與藝術 3.作品集
906.6
楊俊 : 藝術家,合作者,他們的展覽與
三個場域 = Jun Yang: the artist, his
collaborators, their exhibition, and three
venues / 芭 芭 拉 . 史 戴 納 (Barbara
Steiner), 楊 俊 (Jun Yang), 黃 建 宏 等
作 .-- 臺北市 : Aparallax, 10912 .-- 2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783-09 (平裝) NT$200
1.藝術 2.藝術展覽 3.文集 907
臺藝大美碩班會刊. 二 0 二 0 第十三
期 = Graduate student organization
journal / 宋璽德總編輯 .-- 新北市 : 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系,
10912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6-3 (平裝)
1.藝術 2.文集 907
臺灣美術經典講座暨新秀論壇論文
集. 2020 = Proceedings of the Master
Lectures and Young Scholars Forum on
Taiwanese Art. 2020 / 陳遵旭, 蘇俞安,
陳怡真, 沈觀毓, 陳韋寧, 梁廷毓, 王
振愷, 陳品潔, 郭芷廷, 王信瑜, 徐靖
軒, 王秋敏, 黃佳音, 李娉儀, 董姿嫻,
侯曉蓓撰文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10912 .-- 4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3-4 (平裝)
1.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907
用年表學藝術史 / 中村邦夫作 ; 黃筱
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出版社, 11001 .-- 111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77-646-8 ( 平 裝 )
NT$350
1.藝術史 2.世界史 3.年表 909.1

經典再現 : 臺府展現存作品特展 =
Revisiting
the
Classics-Special
Exhibition of Existing Works of Taiten
and Futen / 蕭瓊瑞, 林明賢撰文 .-- 臺
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1 .-- 28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20 (精裝)
1.美術史 2.美術館展覽 3.臺灣
909.33
*臺灣美術史辭典 1.0 = Dictionary of
Taiwanese art history / 廖新田等撰 ; 賴
貞儀, 陳曼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國立歷史博物館,
1091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2-3 (平裝) NT$600
1.美術史 2.文集 3.臺灣 909.33
*臺灣藝術史的書寫 : 重建臺灣藝術
史學術演講系列實錄 = A proceed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writing Taiwanese
art history / 廖新田等合著 ; 邱琳婷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物
館, 1091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99-4 (平裝) NT$300
1.藝術史 2.學術研究 3.文集 4.臺灣
909.3307
超凡 : 佛畫大師夏荊山傳 / 財團法人
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著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
基金會, 11001 .-- 3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1818-4-6 ( 平 裝 )
NT$590
1.夏荊山 2.畫家 3.臺灣傳記 4.佛教
藝術 909.933
畫是想出來畫 想是畫出來的 : 蕭仁
徵傳記暨檔案彙編 = Painting is from
thinking, and thinking is from painting :
Hsiao, Jen-cheng's biography and archive
/ 蕭仁徵, 廖新田, 蕭瓊瑞, 邱琳婷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物
館, 109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2-7 (平裝) NT$420
1.蕭仁徵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達文西 / Isabel
Thomas 著 ; Katja Spitzer 繪圖 ; 章欣
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5658-3 (精裝)
1.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藝術家 3.科學家 4.傳記 5.通
俗作品 90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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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曲盤開出一蕊花 : 戰前臺灣流行音
樂 讀 本 = Lost sounds of pre-war
Taiwanese popular records / 洪芳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0X21 公
分 .-- (新台灣史記) .-- ISBN 978-95732-8912-8 (平裝附光碟片) NT$800
1.音樂社會學 2.流行音樂 3.文化研
究 4.臺灣 910.15
音樂賞析 / 王秀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357-1 (平裝) NT$350
1.音樂教育 2.音樂欣賞 910.3
對話 = In dialogue / 郭芳玲等作 .-- 臺
中市 : 臺灣奧福教育協會, 10912 .-17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7029-2-9 (平裝)
1.音樂教育 2.奧福教學法 3.教學研
究 4.文集 910.307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 認識舒伯特的
名曲 / 艾蜜莉.柯列作 ; 瑟薇琳.葛提
耶繪圖 ;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12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61 (精裝)
1.舒伯特(Schubert, Franz, 1797-1828)
2.音樂欣賞 910.38
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 陪我長大的古
典音樂 / 艾蜜莉.柯列作 ; 瑟薇琳.葛
提耶繪圖 ;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12
面; 16X17 公分 .-- ISBN 978-986-552847-8 (精裝)
1.音樂欣賞 910.38
臺灣音樂的先行者 : 賴德和教授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 蔡良秀, 徐麗紗, 吳
璧如, 羅芳偉, 蔡懿佳, 謝宗仁, 蕭慶
瑜, 沈雕龍作 ; 臺灣音樂館編 .-- 初
版 .--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 10912 .-- 1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8-0 (平裝)
1.賴德和 2.音樂創作 3.樂評 4.文集
910.7
山鳴谷應風起水湧 : 從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看臺灣音樂歷史(1945-) / 徐麗
紗著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091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1-3 (精裝) NT$500

1.音樂史 2.管絃樂團 3.臺灣
910.933
北港地區的傳統音樂在地歷史 / 李
孟勳等撰文 ; 范揚坤主編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 冊 .-ISBN 978-986-5425-71-5 (全套:精裝)
NT$900
1.民俗音樂 2.雲林縣北港鎮
910.933
爵士樂理 = Jazz theory / 李承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文物出版社,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61-399-0 (精裝) NT$600
1.爵士樂 2.音樂教學法 912.74
台語版德文歌謠 / 蔡鐸編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板橋翻譯社, 10912 .-16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760-0-8 (平裝) NT$300
1.歌謠 2.德國 913.5
波昂東亞研究院臺灣音樂館藏. 2 : 聽
見 1966: 五峰鄉賽夏族 = OstasienInstitut e.V. Bonn Collection of Taiwan
Music vol.02 : Hearing 1966-kilapa:
SaySiyat / 呂鈺秀, 趙山河, 陳信誼文
稿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11001 .-- 95 面; 15X15 公分 .-ISBN 978-986-5453-32-9 (精裝附光碟
片)
1.民謠 2.原住民族音樂 3.臺灣原住
民族 913.533
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 2020
= Hakka music / 徐世憲總策劃 .-- 新
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09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57-1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50
1.客家民謠 2.臺灣 913.533
京劇嗩吶曲牌知多少? / 楊軍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出版有
限公司, 10912 .-- 36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144-190-0 (平裝)
1.崑曲 2.曲牌 915.12
Aguiter 老師教你 8 堂課完全學會烏
克麗麗 / Aguiter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智富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30 公分 .-- (風貌 ; A28) .-- ISBN 978986-99133-4-8 (平裝) NT$400
1.吉他 2.演奏 916.6504
*流行豆芽譜 / 姚逸軒編輯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著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0911 .-- 12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9777-1-5 (第 96
冊:平裝)
1.鋼琴 2.樂譜 3.流行歌曲 4.音樂教
學法 917.105
*CUBASE 學程大百科 / 周岳澄編
著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
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77-0-8 (平
裝)
1.電腦音樂 2.編曲 3.電腦軟體
917.7029
*流行二胡教材樂譜精選集 / 林一鳳
編著 .-- 高雄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
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112 面; 31 公分 .-- (卓著文化系列叢
書) .-- ISBN 978-986-91498-9-1 (平裝)
1.胡琴 2.樂譜 919.21
*現代音樂中琵琶的演奏技法 : 以鍾
啟榮<<夢.亭>>、李志純<<魂迴夢轉
>>、董昭民<<遊園京韻>>為例 / 林
慧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
大學華岡出版部, 10911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374-3 (平裝)
NT$400
1.琵琶 2.演奏 3.樂曲分析 919.33
太鼓!咚!咚!咚! = Dong!!dong!!dong!! /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911 .-- 20 面;
22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594-2 (精裝)
1.鼓樂 2.兒歌 3.童謠 919.42

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公共藝術 3.
校園 4.雕塑 920
聆聽花開 : 匯聚百工專業一起想像、
共同創作 / 豪華朗機工 LuxuryLogico
主述 ; 劉祥蝶 Show.D 採訪撰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3
公分 .-- (Being ; 5) .-- ISBN 978-98699381-7-4 (平裝) NT$420
1.公共藝術 2.裝置藝術 920
隱蔽的空間 : 寶藏巖地方故事集 =
Hidden spaces : local tales of Treasure
Hill / 林思駿文 ; 張雅筑圖 .-- 初版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7-0 (平裝)
1.聚落 2.建築藝術 3.空間設計 920
古蹟藝術修護年會-古蹟 20 升級 2.0
論文集. 2020 年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 10911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2-5 (平裝)
1.建築藝術 2.建築美術設計 3.古蹟
修護 4.文集 920.7
新北建築 : 二百年建築足跡 / 新北市
建築師公會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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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59-848-0 (精裝) NT$750
1.建築史 2.建築藝術 3.新北市
920.933

福德福得 : 記憶恆留存,傳樂承藝 / 新
北市板橋區傳統民俗文化協會著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板橋區傳統
民俗文化協會, 10911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772-0-3 (平裝)
1.北管音樂 2.傳統藝術 919.882

景觀模型的創造與製作. vol.3 / 奧川
泰弘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9-9 (平裝)
NT$380
1.建築美術設計 2.景觀藝術 3.模型
921.2

建築

建築百講 : 高雄一百個經典建築 / 黃
于津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080-8 (平
裝) NT$420
1.建築藝術 2.建築史 3.高雄 923.33

王文志 WEN-CHIH WANG / 王文志
作 .-- 初版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
政府, 10912 .-- 208 面; 30X23 公分 .-ISBN 978-986-5424-53-4 (精裝)
1.地景藝術 2.裝置藝術 3.作品集
920
校園公共藝術的環境美學 : 以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舉隅 / 施慧美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5-6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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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壁鎖研究 / 李志祥著 .-- 初版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大臺南文
化叢書. 第 9 輯 ; 5) .-- ISBN 978-9865504-30-4 (平裝) NT$420

1.房屋建築 2.文物研究 3.臺南市
923.33
走在托斯卡尼的艷陽下 / 謝孟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法動畫工作室,
10912 .-- 5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87276-2-5 (平裝) NT$680
1.建築史 2.歐洲 923.4
客留宗跡 : 豐原神岡建築文化 / 吳中
杰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911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1-6 (平
裝) NT$300
1.房屋建築 2.民族文化 3.客家 4.臺
中 928.33

雕塑
諸形無常 : 謝棟樑雕塑演繹藝展 =
The Impermanence of Form / 謝棟樑
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
蘆墩文化中心, 10911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8-43-0 (精裝)
NT$6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隨意成形 : 臺灣雕塑學會會員聯展
專輯. 2020 / 陳齊川, 吳德和總策劃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臺灣雕塑學會,
1091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5188-8-9 (平裝) NT$600
1.雕塑 2.作品集 930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林進川
雕刻回顧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
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09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61-1 (平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蔡德裕
楊屋 郭永富雲裡霧裡三人聯展 / 林
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
文化觀光局, 109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59-8 ( 平 裝 )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20 : 賴泳廷
個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
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09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0-58-1 (平
裝) NT$25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緣生妙有 隨緣自在 : 吳卿雕刻藝術
= Roaming free in magnificent infinity :

sculptures of Wu Ching / 吳卿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吳卿工作室, 10911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30213-6 (平裝) NT$1500
1.木雕 2.金屬雕刻 3.作品集 933
藝勤 : 亞洲青年木雕藝術研習營 =
Asia youth wood carving training camp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
府文化觀光局, 10911 .-- 1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63-5 (平裝)
NT$500
1.木雕 2.作品集 933
石動曼波 : 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
2020 = Stone Mambo : Hualien
International Stone Sculpture Festival /
花蓮縣文化局編著 .-- 初版 .-- 花蓮
市 : 花蓮縣文化局, 10912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63 (精裝) NT$500
1.石雕 2.作品集 934
典石 = Hualien stone sculpture / 花蓮縣
文化局編著 .-- 再版 .-- 花蓮市 : 花蓮
縣文化局, 10912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29-27-0 ( 精 裝 )
NT$500
1.石雕 2.作品集 934
幻鏡山水 : 宋璽德個展 = Mirror the
Illusional Landscape /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 臺中市 : 大象藝術空間館,
10912 .-- 12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062-1-0 (精裝) NT$1000
1.鐵雕 2.作品集 935.2
苗栗縣美術家邀請展. 109 年 : 終極
陶陣 : 張山創作展 / 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0912 .-- 13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0-60-4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南陶世代 : 台南市陶藝學會會員專
輯. 2020 / 殷金磬, 吳嘉文, 黃怡文, 王
多智, 蕭宏能, 劉政賢, 尤偉瑜, 洪龍
人, 郭秀惠, 丘子立, 陳月容, 蕭沛鈞
編輯 .-- 臺南市 : 台南市陶藝學會,
10912 .-- 12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361-1-4 (精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烈焰中的修行者 : 蔡永武潑釉瓷版
藝術 / 蔡永武作 .-- 嘉義市 : 桃城陶
埕藝術工作室, 10912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820-0-9 (精裝)
NT$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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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工藝 2.陶瓷畫 3.作品集

938

在地工藝 X 國際設計 : 新層次國際
合 創 工 藝 展 = Taiwan Craft X
International Design : A New Layer
International
Craft
Co-creation
Exhibition / 黃金梅主編 .-- 初版 .-- 南
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 10912 .-- 162 面; 18X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8-1 ( 平 裝 )
NT$540
1.漆藝 2.工藝 3.作品集 938.9
相遇 X 融合 Meet X Merge : 赤堀郁彥
台日師生交流展 / 黃金梅主編 .-- 初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7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30-4 (平裝)
NT$560
1.漆藝 2.工藝 3.作品集 938.9

書畫
地圖喵 : 啟蒙孩子的圖像思維 / 喬伊
絲.海索柏斯(Joyce Hesselberth)文.圖 ;
戴淳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7
公分 .-- (知識繪本館) .-- 注音版 .-ISBN 978-957-503-707-9 (精裝)
1.圖像學 2.繪本 940.11
改變世界的偉人 : 達文西、米開朗
基羅、梵谷、高更 / 徐梓寧, 趙美惠,
索爾比埃文 ; 路跑樂, 朱瑟雷夫, 湯馬
斯圖 ; 吳倩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89998-5 (平裝) NT$320
1.畫家 2.傳記 940.99
一起在畫裡 : 廖繼春的故事 / 陳嘉鈴
文.圖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社有限公
司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
員會發行,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美 好 腳 蹤 ; 20) .-- ISBN 978-98699186-5-7 (精裝) NT$250
1.廖繼春 2.畫家 3.繪本 4.臺灣傳記
940.9933
繪聲繪影一時代 : 陳子福的手繪電
影海報 / 陳子福圖 ; 黃翰荻, 林欣誼,
陳雅雯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6 公分 .-- (新臺灣史記 ; 12) .-- ISBN
978-957-32-8916-6 (平裝) NT$750

1.陳子福 2.畫家 3.電影美術設計 4.
臺灣傳記 940.9933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 芙烈達 / Isabel
Thomas 著, Marianna Madriz 繪, 劉慧
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8-5660-6 (精裝)
1.卡蘿(Kahlo, Frida, 1907-1954) 2.畫
家 3.傳記 4.通俗作品 5.墨西哥
940.99549
芙烈達.卡蘿 / 瑪麗亞.艾塞圖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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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 11001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1-1 (精裝)
1.卡蘿(Kahlo, Frida, 1907-1954) 2.畫
家 3.傳記 4.墨西哥 940.99549
技進於道古稀墨痕 : 陳家璋薪傳展
專輯. 2020 / 曾惠菁執行主編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1-992 (平裝)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胸有丘壑 : 趙仲珊書畫紀念集 .-- 初
版 .-- 新北市 : 劉廷祖, 1091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5-2 (精
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楊文富文集暨書畫收藏圖錄 / 楊文
富作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0912 .-- 216 面; 26 公分 .-- (臺文館叢
刊 ; 65) .-- ISBN 978-986-532-208-3 (平
裝) NT$420
1.書畫 2.蒐藏品 3.文集 4.圖錄
941.6
緬懷師恩 泮道傳芳 : 泮山書會聯展.
2020 年第十四屆 / 廖富景作 .-- 桃園
市 : 泮山書會, 10912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6364-5-3 (平裝)
NT$3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初不知 : 鄧君浩庚子年書法集 / 鄧君
浩著作 .-- 新北市 : 意研堂設計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29309-4-6 ( 精 裝 )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硯田半畝 : 林章湖書篆展. 2020 / 廖
穆信總編輯 .-- 高雄市 : 明宗書法藝

術館, 10911 .-- 80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95884-7-8 (平裝) NT$1000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5
翰墨飄香漫古風 : 甲骨文 / 王若芸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王 若 芸 ,
109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0-3 (平裝) NT$68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40 屆 2020 年 / 黃
臺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書法教育學會, 10912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11-47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傑閣書會第五次會員展 / 連瑞芬, 方
崇瑜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傑閣書會,
10911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30-0-7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臺南市書法學會 基隆市海東書會會
員聯展專輯暨第七、八、九屆南書
盃全國書法比賽精選作品輯 / 蕭清
祥, 蘇心彤, [臺南市書法學會基隆市
海東書會]全體會員 .-- 臺南市 : 臺南
市書法學會, 10912 .-- 1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0658-3-2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歷代高僧書法選粹 / 何創時書法藝
術基金會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何
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 10912 .-352 面 ; 38 公 分 .-- ISBN 978-98695739-2-4 (精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張猛龍碑基礎入門 / 宋耀偉編著 .-初版 .-- 高雄市 : 我愛中華筆莊有限
公司出版部, 10911 .-- 94 面; 26 公分 .- (書法臨帖系列) .-- ISBN 978-98693934-4-7 (平裝) NT$180
1.習字範本 943.9
*中華九九書畫會庚子年創作獎暨會
員 作 品 集
= Everlasting Art
Association(EEA) 2020 Art Awards
AND Exhibition of Member's Work :
Exhibition Catalog / 劉瓊玩主編 .-- 臺
北市 : 中華九九書畫會, 10911 .-- 73
面; 30 公分 .-- (中華九九書畫會會員
聯展作品集 ; 20) .-- ISBN 978-98689567-7-3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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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問 : 水墨創作風格趨向展 : 洪根深
美術館開館特展專輯 / 呂誼珊總編
輯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文
化局, 10912 .-- 56 面; 25X26 公分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13) .-- ISBN
978-986-5427-47-4 (平裝) NT$350
1.水墨畫 2.畫冊 945.5
月是故鄉明 : 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
獎蔡友作品集. 2020 / 林榮森總編
輯 .-- 第一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 10912 .-- 88 面; 26 公分 .-- (文
化資產叢書 ; 238) .-- ISBN 978-9865422-53-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玄武藏 : 洪根深美術館館藏品錄 / 洪
根深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
府文化局, 10912 .-- 114 面; 25X26 公
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12) .-ISBN 978-986-5427-45-0 ( 平 裝 )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只就是周哲先生畫的畫 / 周哲作 .-初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有限
公司, 10912 .-- 1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298-1-3 (精裝) NT$12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高靜芬彩墨畫集 / 高靜芬作 .-- 新北
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091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8-5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張大千 vs.梅.蘭.竹.菊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圖書公司,
10911 .-- 128 面; 29 公分 .-- (看懂大
師 ; 5) .-- ISBN 978-957-672-406-0 (平
裝) NT$480
1.張大千 2.水墨畫 3.畫論 945.6
箕山之作 : 歐陽鯤的繪畫藝術 = The
world of Kuen O Young / 歐陽鯤作 .-臺北市 : 太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2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763-3-8 (平裝) NT$7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歐陽鯤 : 斑寅墨緣 = The world of
Kuen O-Young / 歐陽鯤作 .-- 臺北市 :
太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763-21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繼往開來 : 黃光男水墨手卷特展專
輯 = Onward and Upward : Ink Art on

Handscrolls by Huang Kuang-Nan / 黃光
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圖
書館, 10911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5-6 (平裝) NT$5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性與浮世繪 : 1700 年至 1820 年的日
本 情 色 史 / 提 蒙 . 史 克 里 奇 (Timon
Screech)著 ; 郭騰傑(Jerry Kuo)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7-1 (平裝)
NT$500
1.浮世繪 2.情色藝術 3.社會生活 4.
生活史 5.日本 946.148
不一樣的繪畫課 : 運用筆觸、肌理、
留白與明度,畫出教人讚嘆的城市日
常,原來眼前所見就是我們最好的畫
布 / 林致維(1/2 藝術蝦)著 .-- 初版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16 面; 20X21
公分 .-- (旅人之星 ; MS1067) .-- ISBN
978-986-5509-55-2 (平裝) NT$520
1.繪畫技法 947.1
RockHe Kim 的人體素描 = RockHe
Kim's anatomy drawing class / RockHe
Kim 著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83 (平裝) NT$90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用人偶學素描姿勢 / YANMi 作 ; 林
農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49-8 (平
裝) NT$40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戰鬥角色
篇 / 羽山淳一作 ; 林農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5-1 (平裝) NT$380
1.素描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16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6, 奇幻角
色篇 / 3D Total Publishing 作 ; 陳岡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版社, 1100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8-2 (平裝) NT$300
1.素描 2.繪畫技法 947.16

靜物構圖輕鬆上手 : 泰納畫室靜物
資料集 / 張家荣, 游文志, 賴永霖, 歐
育如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塊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6 公
分 .-- (Collection ; F11) .-- ISBN 978986-99685-1-5 (平裝) NT$360
1.靜物畫 2.繪畫技法 947.31
夢想漫步 彩繪童話鎮商店街 / 井田
千秋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
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0911 .-- 74 面; 25X25 公分 .-(彩繪良品 ; 1) .-- ISBN 978-986-762731-5 (平裝) NT$320
1.繪畫 2.畫冊 947.39
BL 愛愛場景繪畫技巧 : 腐味男色激
愛畫面這樣畫 / ポストメディア編
輯部編著 ;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3-9 (平裝)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十字凶星 : 蓋亞.狂戰士.解放者 / 李
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4) .-- ISBN
978-986-99564-6-8 (平裝)
1.漫畫 947.41
七號預言 : 美國.大峽谷.冒險貴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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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2) .-ISBN 978-986-99564-4-4 (平裝)
1.漫畫 947.41
百年爛漫 : 漫畫與臺灣美術的相遇 /
五 0 俊二, YAYA, 陳小雅編繪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4-1 (平裝) NT$380
1.漫畫 947.41
找死的兔子 / 安迪.萊利(Andy Riley)
繪.著 ; 梁若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19
公分 .-- (Titan ; 31) .-- ISBN 978-986179-614-7 (平裝) NT$250
1.漫畫 2.幽默 3.自殺 947.41
找死的兔子. 2 / 安迪.萊利(Andy Riley)
繪.著 ; 梁若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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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Titan ; 133) .-- ISBN 978-986179-617-8 (平裝) NT$250
1.漫畫 2.幽默 3.自殺 947.41
尋龍歷險記. 4, 守護女巫的羽翼飛龍
/ 林詩敏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5 公分 .-- (神秘科學探險隊系列) .-ISBN 978-957-658-471-8 ( 平 裝 )
NT$300
1.漫畫 947.41
椰林鬼影 : 蘭卡威.亞答屋.飛頭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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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5) .-ISBN 978-986-99564-7-5 (平裝)
1.漫畫 947.41
聖域香巴拉 : 大西洋.全視之眼.地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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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3) .-ISBN 978-986-99564-5-1 (平裝)
1.漫畫 947.41
誰不是米克斯 Mixed 1951-1979 : 美軍
在臺灣留下的孩子 / 周易正總編輯 ;
GGDOG, 黃文信, 笳彧, Litalan 嵐, TEI,
RYNB, 愛莫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1001 .-- 2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4-5 (平裝)
1.漫畫 947.41
我與我的好朋友們 = My good friends
and I / 林愛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8-7 (精裝) NT$500
1.插畫 2.畫冊 947.45
是新手也沒關係!教你靠插畫生財的
祕訣 / 虎硬作 ; 陳梵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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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4-2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素描敘事 : 366 天生活集錦 = Drawing
narratives : 366 days life collection / 陳
瓊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
版社,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3-0 (平裝) NT$380
1.插畫 2.素描 947.45

畫好玩!這麼萌的塗鴉我可以 / 飛樂
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80-6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漫畫素描基礎教程 : 燃燒動漫魂 / 噠
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0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0-5 ( 平 裝 )
NT$32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漫畫新手逆襲. vol.4 : 秒懂構圖動作
怎麼畫 / 噠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44-4 (平
裝) NT$320
1.插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5
全國兒童畫選 :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
比賽得獎作品. 第 45 屆 / 國泰金控公
關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泰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911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949-3-6 (平
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Look!觀察畫裡的光 / 吉麗安.伍爾芙
(Gillian Wolfe)著 ; 宋珮譯 .-- 二版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65-3 (精裝)
1.繪畫 2.藝術欣賞 3.通俗作品
947.5
LOOK!觀察畫裡的線條 / 吉麗安.伍
爾芙(Gillian Wolfe)作 ; 侯維玲譯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66-0 (精裝)
1.繪畫 2.藝術欣賞 3.通俗作品
947.5
再現傳奇 : 洪通百歲紀念展 = Representation of a Legend :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Hung Tung / 潘襎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0912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71-9 (平裝)
1.繪畫 2.畫冊 3.美術館展覽 947.5
*在愛裡,活出光 : 從唯識中找回全部
生命的喜悅 = Love and light / Mago
Lee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23)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986-99506-4-0 ( 平 裝 )
NT$350
1.繪畫 2.畫冊 947.5

館, 10911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194-9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海外存珍 : 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 =
Taiwanese Art Treasures Preserved
Overseas : The Homecoming Exhibition
of the Sun Ten Collection / 蕭瓊瑞等專
文撰稿 ; 梁晉誌總編輯 .-- 臺中市 : 國
立臺灣美術館, 10912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07-6 (精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3.美術館展覽 947.5

築夢南極 : 不可能的任務 / 楊恩生編
著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10912 .-- 15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1-31-7 (精裝) NT$12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時光絮語 : 陳典懋 / 柯介宜總編輯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永都藝術館,
10911 .-- 83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97119-1-3 (精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給孩子看的名畫 : 全世界公認非看
不可的 20 幅名畫 / Sabine du Mesnil,
Charlotte Grossetête 著
; Tanja
Stevanovic 繪 ; 周志誠譯 .-- 初版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知識館 ; K013) .-- ISBN
978-986-99556-5-2 (精裝)
1.西洋畫 2.藝術欣賞 3.通俗作品
947.5
話畫. II : 畫中有話超解讀 50 名畫祕
辛 : 希臘神話與暗夜星空奧祕 x 隱藏
在名畫裡的百年密碼 x 諸神與醫學
的人文藝術探索 = Art promrnade. II /
李昆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木
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4850-7-4 (平裝)
NT$380
1.西洋畫 2.畫論 947.5
羅展鵬. 2020 = Lo Chan Peng. 2020 / 羅
展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觀藝
術空間,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294-0-0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鉛筆的祕密生活 : 頂尖創意工作者
與他們的忠實夥伴 / 亞歷克斯.哈蒙
德(Alex Hammond), 邁克.田尼(Mike
Tinney)作 ; 吳國慶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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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57-9 (精裝) NT$480
1.鉛筆畫 2.畫冊 948.2
湖光山色 : 黃義永水彩回顧展 / 黃義
永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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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莉塔時尚的描繪方法. 水彩的基本
要領篇 / 雲丹作 ; 林廷健翻譯 .-- 新
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6-9 (平裝) NT$38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四季歲彩 : 簡昌達油畫作品集 =
Chien Chang-Ta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2010-2021 / 簡昌達作 .-- 新北市 : 簡
昌達,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82-8 (精裝) NT$1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平靜與喜樂 : 胡志強畫集 / 胡志強
作 .-- [臺中市] : 胡志強, 10912 .-- 72
面; 25 公分 .-- 中英日對照 .-- ISBN
978-957-43-8354-2 (平裝) NT$350
1.油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8.5
我不在寫生,就是在寫生的路上! : 游
進賢油畫作品集 = I am either painting
or on my way to paint! / 游進賢作 .-- 臺
北市 : 游家楷, 10910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81-1 (精裝)
NT$1200
1.油畫 2.畫冊 948.5
島 旅行 : 黃騰萱創作個展 = Island
travel /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編著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10911 .-- 8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14-7-5 (平裝) NT$800
1.油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8.5
極美畫會作品集 2019-2020 暨十週年
專輯 / 極美畫會作 .-- 臺北市 : 極美
畫會, 10912 .-- 108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86-97332-1-2 ( 平 裝 )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鄭秀玲油畫集 : 歸園田居、悠然自
在 / 鄭秀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鄭
秀玲, 10911 .-- 72 面; 25X25 公分 .-ISBN 978-957-43-8353-5 ( 平 裝 )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療癒粉彩 X 水彩 : 義大利經典酒莊、
日常手繪輕鬆學 / 渡邊美羽, 陳品君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出版
社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83-125-9 (平裝)
NT$450
1.粉彩畫 2.水彩畫 3.繪畫技法
948.6
Wall and Piece : 塗鴉教父 Banksy 官方
作品集 / 班克西(Banksy)作 ; 陳敬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40 面; 26 公分 .-- (Art ; 9) .-- ISBN
978-986-5562-01-4 (平裝)
1.壁畫 2.公共藝術 3.作品集 948.91
Life in color. III / 彭雄渾作 .-- 初版 .-新北市 : 彭雄渾, 10912 .-- 250 面;
25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74 (精裝) NT$1500
1.壓克力畫 2.畫冊 948.94
抽象 : 嚴玟鑠 = Abstract : Yen WenShuo / 嚴玟鑠作 .-- 南投縣草屯鎮 : 嚴
玟鑠, 10911 .-- 96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57-43-7730-5 ( 精 裝 )
NT$1200
1.壓克力畫 2.畫冊 948.94
時空.曲面 : 曲德義個展 = Space.time :
Chu Teh-I Solo Exhibition. 2020 / 黃建
宏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關渡美術館, 10911 .-- 13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78-59 (精裝) NT$800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 : 臺灣攝影
首篇(1869-1949) = Hold the mirror up to
his gaze : the earl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Taiwan(1869-1949) / 林
宏璋, 蕭永盛, 周郁齡, 周文龍(Joseph
R. Allen), 馬國安, 郭昭蘭專文撰稿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1 .-3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0-6 (平裝) NT$800
1.攝影史 2.攝影作品 3.藝術評論 4.
臺灣 950.933
相生共和 : 數位科技與典藏藝術國
際 論 壇 文 集 . 2019 =
CollisionXSymbiosis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and Art
Collections / 薛燕玲總編輯 .-- 初版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2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1-0 (平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科技 3.文集
956.07
筆刷素材集. 黑白插圖/漫畫篇 = Clip
studio paint / 背景倉庫著 ; 楊哲群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9559-65-2 ( 平 裝 )
NT$380
1.電腦繪圖 2.插畫 3.繪畫技法
956.2
*動漫哈哈鏡. 2020 / 余曜成著 .-- 新
北市 : 余曜成, 10911 .-- 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60-6 (平裝)
NT$150
1.動漫 2.文化研究 956.6
雲林有影 : 神手映像攝影集 / 陳慧怡
文字編撰 ; 王漢順攝影 .-- 初版 .-- [雲
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0912 .-9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80-7 (精裝) NT$500
1.人像攝影 2.攝影集 957.5
費 洛 蒙 : 遠 距 離 = Pheromone :
distance / 李雅雯主編 .-- 臺北市 : 頤
創藝有限公司, 10912 .-- 60 面; 42 公
分 .-- ISBN 978-986-99861-0-6 (散裝)
NT$699
1.攝影集 2.同性戀 957.5
美.臺灣 : 人文攝像集 = Ilha Formosa!
the beautiful isle! / 陳亮君總編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光 華 畫 報 雜 誌 社 ,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光華畫報
雜誌叢書 ; 35) .-- ISBN 978-957-918856-2 (精裝) NT$450
1.人文地理 2.攝影集 957.9
學舎景 : 國立臺湾大學逍遙 =
Academic scape : promenad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西野嘉章, 陳光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 10911 .-- 104 面; 30 公
分 .-- 中英日對照 .-- ISBN 978-9865452-37-7 (精裝)
1.攝影集 2.建築攝影 957.9
臉的書 = Face book / 水越設計作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16 公

112

分 .-- (hello! Design ; 52) .-- ISBN 978957-13-8497-9 (精裝) NT$500
1.攝影集 958
寸寸心 片片情 : 李啟塤攝影回顧集 /
李啟塤作 .-- 新北市 : 東盛創意有限
公司出版 : 李啟塤發行, 10912 .-- 120
面 ;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6516-1-5 (平裝)
1.攝影集 958.33
中心學 : 北投移民村地景攝影計畫 =
Heartvillage.jpeg / 陳貺怡總編 .-- 新北
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灣文化政
策智庫中心, 10911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20-4-9 (平裝)
NT$350
1.攝影集 958.33
天邊的雲彩 : 世界名人經典語錄 / 楊
塵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楊塵
文創工作室, 11001 .-- 328 面; 21 公
分 .-- (楊塵攝影文集 ; 5) .-- ISBN 978986-99273-3-8 (精裝) NT$400
1.攝影集 958.33
北投故事 : 我們的生活記憶 / 毛維凌
等著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091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22-5-5 (平裝) NT$320
1.攝影集 958.33
死亡在消逝 = Death is dying / 吳俞萱
作 .-- 初 版 .-- 臺 東 市 : 吳 俞 萱 ,
11001 .-- 6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6-5 (平裝) NT$200
1.攝影集 958.33
花之語 / 楊塵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
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室, 11001 .-- 224
面; 19 公分 .-- (楊塵攝影文集 ; 4) .-ISBN 978-986-99273-2-1 ( 精 裝 )
NT$300
1.攝影集 958.33
塵與時 : 從宇宙到居所 = A handful of
dust : from the cosmic to the domestic /
David Campany 作 .-- 臺中市 : 國立臺
灣美術館, 10911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5-2 ( 平 裝 )
NT$680
1.攝影集 958.33
觀念攝影 : 江村雄的另類攝影創作 =
Conceptual photography / 江村雄作 .-初 版 .-- 彰 化 市 : 彰 化 縣 文 化 局 ,
10912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89-6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5423-90-2 (精裝) NT$1000

1.攝影集

958.33

許淵富 / 陳佳琦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30-60-3 (全套:精裝)
1.許淵富 2.攝影師 3.攝影集 959.33

工藝美術
Hit a record : 工藝家的職志旅程與國
際表現 = Career paths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of craft artists in Taiwan /
陳愷靜採訪撰文 ; 王信惠主編 .-- 南
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
展中心, 10912 .-- 1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7-3 ( 平 裝 )
NT$450
1.工藝美術 2.作品集 960
匠人 : 創造者的技藝 / 理査.桑內特
(Richard Sennett)著 ; 廖婉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416 面;
21 公分 .-- (Act ; MA0049) .-- ISBN
978-986-5509-57-6 (平裝) NT$560
1.工藝 2.工匠 960
好作品的潛規則 : 從圖像閱讀中解
析名畫、攝影、平面廣告的基本設
計原理 : 寫給非本科生的美感養成
教科書 / 金持勳(김지훈)著 ; 陳馨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点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20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1-5-9 (平裝) NT$480
1.圖像學 2.視覺設計 960
突破 : 視覺傳達類設計方法與國際
競賽指南 = Breakthrough / 黃絜如, 白
乃遠, 趙國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99-6 (平裝) NT$460
1.視覺設計 960
頂工頂藝 :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會員
圖錄. 2020 / 李明松總編輯 .-- 初版 .-彰化縣田中鎮 :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
10911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37-0-0 (精裝)
1.工藝美術 2.作品集 960
臺 灣工 藝品牌 認證 年度評鑑 專輯 .
2020 = Taiwan good craft judgment / 蔡
體智主編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3-7 (平
裝) NT$300
1.工藝設計 2.作品集 3.臺灣 960
科技藝術共生計畫. 2020 : 視覺藝術
年鑑 = Technology and Art Symbiosis
Project Yearbook. 2020 / 陳明惠, 陳永
賢, 張晏慈, 莊棨惟, 徐叡平, 吳維佳,
紀柏豪撰文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2 .-- 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9-8 (平裝)
NT$600
1.視覺藝術 2.數位藝術 3.年鑑
960.58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永 續 力 = Orange Beneficenc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
系所主編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應用
美術系, 10911 .-- 11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8843-56-1 ( 平 裝 )
NT$500
1.設計 2.老年 3.文集 960.7
都是從藍開始 : 色彩故事 / 梵.詹姆士
(Van James)文.圖 ; 葉炯明譯 .-- 臺中
市 : 自由心苑, 10912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94719-3-0 (平裝)
1.色彩學 2.通俗作品 963
台灣設計力報告. 2020 年, 設計服務
業&企業設計部門 = Design in Taiwan
report 2020 : design service industry &
corporate design department / 張基義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
灣設計研究院, 10912 .-- 9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8-1-9 (平裝)
NT$550
1.設計 2.產業分析 3.臺灣 964
好設計の配色圖鑑. II / Power Design
Inc.著 ; 伍言莞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睿其書房, 11002 .-- 26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20-29-8 (平裝)
1.平面設計 2.色彩學 964
在設計中說故事 / Anna Dahlström 原
著 ; 王薌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9-0 (平
裝)
1.產品設計 964
我耕樓學思 : 王建柱教授的藝術.設
計.教育.文化 = Studies and thoughts
from the Wo-Geng Studio : Prof.
Wang,Chien-Chu's
arts,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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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s /
林磐聳, 劉建成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館籌備處, 10912 .- 5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3-28-2 (精裝) NT$800
1.王建柱 2.設計 3.美術教育 964
*為社會而設計 / 奈傑爾.懷特里
(Nigel Whiteley)著 ; 游萬來, 楊敏英,
李盈盈譯注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現代名著譯叢) .-ISBN 978-957-08-5653-8 ( 平 裝 )
NT$360
1.工業設計 2.環境生態學 964
洄藝 Loop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
產業學系畢業專刊. 110 級 / 國立東
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110 級畢
業製作全體創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
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
學系, 10912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991-6-1 (精裝)
1.產品設計 2.作品集 3.展覽 964
漢字 X 佛學 X 設計<<如視我聞:劉懿
德海報創作藝術展>> = Thus have I
heard...
:
Chinese
characters/Buddhism/design
Chinese
Poster Exhibition / 劉懿德(法琮)著作 .- 初版 .-- 嘉義市 : 劉懿德, 10912 .-- 56
面; 38 公分 .-- ISBN 978-957-43-82897 (平裝) NT$567
1.海報設計 2.作品集 964.4
消失與重現 : 臺灣原住民傳統織布
工藝復振之路 / 野林厚志, 方鈞瑋, 王
昱心, 尤瑪, 達陸, 陳叔倬, 翁慧茹, 阮
志軍, 翁立娃, 許春美, 林秀慧, 高麗
貞, 風順恩, 林淑莉, APuukaaviana, 潘
正浩撰文 ; 張大春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10911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85 (平裝)
1.編織工藝 2.民族文化 3.臺灣原住
民 966
情繫經緯 : 何珍襄的梭織世界 / 何珍
襄作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
學, 10911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23-1-4 (精裝)
1.服裝工藝美術 2.編織工藝 3.作品
集 966
展覽製造 : 空間的展示設計 / 郭一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0911 .-- 1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748-2-0 ( 平 裝 )
NT$500
1.空間設計 2.室內設計 3.展覽 967
隔!才會變大的 8 堂課 / 林宏達作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4-5 (平裝) NT$55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967
感質設計應用於室內設計整合技術
工法之美學論述 / 莊玟琦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源旻文庫, 10911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64-28 (平裝) NT$30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技術美學
967
夢想與實踐 : 王美幸色彩到琉璃光
的追逐 / 王美幸作 .-- 新北市 : 王美
幸, 1091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9-0 (精裝) NT$500
1.琉璃工藝 2.油畫 3.作品集 968.1
生活在文化裡的好手藝 / 莊郁盈, 楊
麗琴採訪撰文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
鎮 : 上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6433-71-9 (平裝) NT$300
1.民族工藝品 2.臺灣原住民族 969
技藝藏村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11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54-4 (精裝) NT$450
1.民間工藝 2.傳統技藝 3.文化保存
4.農村 969
撚 阡陌 : 臺東工藝材質復育計畫年
度專刊. 2020 = Weaving the crisscross
paths between field : 2020 Taitung craft
material renaissance project / 李飛曄研
究撰文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
府文化處出版 : 臺東縣政府發行,
1091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9-32-5 (平裝) NT$350
1.民間工藝 2.傳統技藝 3.文化保存
4.工藝設計 969
竹是茶知己 = Feel Bamboo now / 黃雯
羚, 陳萱白撰文 ; 楊宗育行政編輯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
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12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32-209-0 (平裝)
1.竹工 2.工藝設計 3.茶具 969.6

技藝
花束&捧花的設計創意 : 從設計概念
與設計草圖出發的 222 款人氣花禮 /
Florist 編輯部編著 ; 陳建成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224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72) .-ISBN 978-986-99282-0-5 ( 平 裝 )
NT$680
1.花藝 971
撕畫采風錄 : 撕絲入畫 彩繪風采 / 何
李純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禾家
工作室, 10912 .-- 96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8570-1-7 (精裝)
1.紙工藝術 2.作品集 972
四季.花草.動物紙雕圖案集 : 清新可
愛風 / 松原真紀著 ; 陳佩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0-0 (平裝)
1.紙雕 972.3
茶香的真相 : 一個老茶人的堅持 / 李
兆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音出版
社, 10912 .-- 200 面; 26 公分 .-- (國飲
叢書 ; 3) .-- ISBN 978-986-435-015-5
(精裝) NT$700
1.茶葉 2.茶藝 3.製茶 974
回家跳舞 / 布拉瑞揚.帕格勒法口述 ;
黃瑞玲整理.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0912 .-- 30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5) .-- ISBN 978-957-13-8445-0 (平裝)
1.布拉瑞揚帕格勒法 2.臺灣原住民
3.舞蹈家 4.臺灣傳記 976.9333
劉鳳學訪談 / 李小華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1 .-- 400 面; 21 公分 .-- (藝
術大師 ; 24) .-- ISBN 978-957-13-84498 (平裝) NT$400
1.劉鳳學 2.舞蹈家 3.臺灣傳記
976.9333

戲劇
耄耋氍毹.王維艱度曲輯 氍毹耄耋.
黃小午度曲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金
絡索文藝工作室, 10912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859-0-1 (經摺
裝附隨身碟) NT$600
1.崑劇 2.崑曲 98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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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 : 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 / 張
晴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人間出版
社, 10912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21-2-6 (平裝) NT$460
1.中國戲劇 2.文化大革命 982.665
趣樂軒 : 楊雲貴抄本 / 楊寶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6-1 ( 平 裝 )
NT$500
1.客家 2.傳統戲劇 3.臺灣 983.32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導賞與翻譯 /
朱塞佩.威爾第作曲 ; 薩瓦多雷.卡馬
拉諾, 里奧內.巴達雷劇本 ; 連純慧導
賞.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連純慧,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 (歌劇藝術
系列 ; 1) .-- ISBN 978-957-43-8288-0
(平裝) NT$400
1.威爾第(Verdi, Giuseppe, 1813-1901)
2.歌劇 3.劇評 984.6
書情畫意 / 藍色水銀, 破風, 列當度,
鄭湯尼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1 .-- 1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02-1 (平
裝) NT$26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國際政治夢工場. I / 沈旭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12 .-- 326
面; 23 公分 .-- (新.座標 ; 29)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3-4 (平裝)
NT$50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國際政治夢工場. II / 沈旭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1 .-- 242
面; 23 公分 .-- (新.座標 ; 33)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4-1 (平裝)
NT$38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國際政治夢工場. III / 沈旭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新.座標 ; 34)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26-5 (平裝)
NT$380
1.電影 2.影評 987.013
看得見的記憶 : 二十二部電影裡的
百年臺灣電影史 / 李道明等作 ; 莊瑞
琳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
版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3 公
分 .-- (春山之聲 ; 24) .-- ISBN 978-98699492-4-8 (平裝) NT$550
1.電影史 2.臺灣 987.0933

侯孝賢的凝視 : 抒情傳統、文本互
涉與文化政治 / 謝世宗作 .-- 一版 .-新北市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77-3-2 (平裝) NT$650
1.侯孝賢 2.電影導演 3.影評 4.電影
文學 987.31
Shot by shot 逐格鏡行事 / 陳雍正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32-606-5 (平裝)
1.電影製作 2.視覺設計 987.4

遊藝；娛樂；休閒
公園遊戲力 : 22 個精彩案例,一群幕
後推手,與孩子一起翻轉全台兒童遊
樂場 /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王佳
琪, 李玉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4060-5 (平裝)
1.兒童遊樂 2.公園 3.公共設施
991.4
千嬌百態 : 臺南藝陣之歌舞風情 =
Beautiful posture : Tainan folk tradition
performance of art / 施德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63-4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450
1.藝陣 2.臺南市 991.87
台灣家將大全. 溯源總論卷 / 呂江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石渠出版社,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82-0-0 (平裝) NT$500
1.藝陣 2.民俗藝術 3.歷史 4.臺灣
991.87
南關線三大廟王醮暨遊社 : 藝陣 / 黃
文博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政府文化局, 10912 .-- 19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69-6 (精裝)
NT$450
1.藝陣 2.民俗活動 3.臺南市 991.87
瑰寶復得 : 廣興錢龍車鼓陣 / 彰化縣
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圖.文 .-- 彰化
縣 :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 ,
10911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87-2 (精裝)
1.藝陣 2.繪本 3.彰化縣 991.87

旅遊糾紛與緊急事件處理 : 糾紛原
因與案例探討、解析旅遊契約與保
險、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 = TraveL
services : disputes and emergencies / 陳
怡全, 劉惠珍, 吳雁輝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5-6 (平裝)
1.觀光法規 2.旅遊業管理 3.個案研
究 992.1
觀光行政與法規之研究 / 謝家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1 .- 44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5-7 (平裝) NT$500
1.觀光行政 2.觀光法規 992.1
中國旅遊公共服務 / 劉海新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912 .-- 18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2-2
(平裝) NT$360
1.旅遊業管理 2.公共服務 992.2
中國旅遊學概論 / 賈榮, 王毓梅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222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493-9 (平裝) NT$420
1.旅遊業管理 2.中國 992.2
休閒行銷管理 / 曹耀鈞, 潘明珠, 顏加
松, 曾倫崇, 顏瑞美, 賴美惠, 薛凱峯,
楊琮泰, 鮑騏騏編著 .-- 三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12-8 (平裝) NT$480
1.旅遊業管理 2.休閒活動 3.行銷管
理 992.2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 /
李承峻作 .-- 七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5-22-4 (平裝)
NT$400
1.導遊 2.領隊 992.5
清霧桃源 境屹六十 : 清境農場建場
60 週 年 專 輯 = 60th anniversary of
Qinging Farm .-- 南投縣仁愛鄉 : 國軍
退除役 官兵輔 導委 員會清 境農場 ,
11002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2-5 (平裝)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
農場 2.休閒農場 992.65
我把青春賭給山 : 青春時代,我的山
旅 : 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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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點 / 植村直己著 ; 陳嫻若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72 面;
21 公 分 .-- ( 當 代 名 家 旅 行 文 學 ;
149) .-- ISBN 978-986-5509-56-9 (平裝)
NT$380
1.登山 2.旅遊文學 992.77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暨登
山安全講習會論文輯. 第二十一屆 =
21st National Youth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 王俊杰等作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大專登山聯盟, 1091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804-34 (平裝)
1.登山 2.文集 992.7707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竹梅古
道縱走心得集. 第三屆 / 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第十六屆
社會學程全體學生合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社會科, 10911 .-- 1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22-6 (平裝)
NT$188
1.登山 2.文集 992.7707
夜光找一找 : 不可思議的雨林大探
索 / 寶拉.麥克葛洛因文圖 ; 李宜庭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 面; 34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28-1 (精裝)
1.兒童遊戲 996
夜光找一找 : 不可思議的都市大探
索 / 菲爾.瑞格史沃斯文圖 ; 李宜庭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 面; 34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29-8 (精裝)
1.兒童遊戲 996
西洋棋好好玩 / 薛如婷著 .-- 初版 .-桃園市 : 薛如婷, 10911 .-- 冊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43-8303-0 (第 1 冊: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438304-7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05-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43-8306-1 (第
4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07-8 (第 5 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43-8308-5 (第 6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09-2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10-8 (第 8 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43-8311-5 (第 9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12-2 (第

10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8313-9 (全套:平裝)
1.西洋棋 997.16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15 (第 10 冊: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1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41-3 (第 29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1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40-6 (第 29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1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43-7 (第 29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山形共事>>苗栗縣社區營造專刊.
創刊號/林彥甫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
縣文化觀光局, 10911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62-8 (平裝)
A little apprentice wizard/張育瑋, 張妤
甄, 黃柏語, 王宇正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76-5 (HTML)
Accept yourself/徐嫚君, 顧晟安, 王少
濬圖. 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2-7 (HTML)
Grandma’s last wish/高靖媛, 許由, 許
鎧嶺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3-4 (HTML)
Humans and animals/張淳翊, 楊子毅,
林晨萱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5-8 (HTML)
I want to be like him/陳又瑄, 陳芸婕,
謝東妤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1-0 (HTML)

標準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1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42-0 (第 29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ICO 於我國金融治理及相關刑事案
例之研究/黃齡玉撰寫 .-- 初版 .-- 彰
化縣 : 彰化地方法院, 10911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4-70-8 (平
裝)

最強懶人包!Minecraft 新手秒懂 100
問 / 盧品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2-8 (平裝)
1.線上遊戲 997.82

Score: moving from “art as method”
toward “ALIA as method”/chief editor
Jau-Lan Guo .-- 1st ed. .-- 臺北市 : 臺
北藝術大學, 10911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78-4-2 ( 盒 裝 )
NT$2400

物見時代青年之路 : 王育德紀念館
典藏文物圖錄 = Ong lok-tek memorial
museum / 陳鈺琪撰文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911 .-- 132
面; 20X20 公分 .-- (臺南文學叢書) .-ISBN 978-986-5430-72-6 ( 平 裝 )
NT$400
1.蒐藏品 2.圖錄 999.2

Thanks for loving me/吳睿雲, 鄭云慈,
廖逸杰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0-3 (HTML)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The turtle monument/林庭安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78-9 (HTML)

政府出版品

一鹿典藏: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5
週年機關檔案紀念專刊. I/吳宏國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就業服務處,

The transfer student/顏聖軒, 姚冠宇, 李
庭頤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74-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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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4-4 (平裝)
下午茶/張凱晴, 吳秉書圖.文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59-8 (HTML)
小豆的葵瓜子/胡芳瑜, 陳彙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61-1 (HTML)
大坪頂地區產業發展記實/桃園市山
頂動人愛家園協會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10911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3-021 (平裝) NT$300
女孩與刺蝟/林巧雯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48-2 (HTML)
大偵探小花貓/林芳羽圖.文 .-- 臺北
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63-5 (HTML)
小麻雀知識多/高雄紙芝居創藝劇團
團隊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
稅捐稽徵處,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16-95-9 (EXE)
工業科技教育學刊. 第十三期 /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編
著; 王仁俊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工教系,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97-4-5 (PDF)
小龜的故事/江協縉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45-1 (HTML)
火災後建築物之結構耐震性能評估.
(1/3): 鋼筋混泥土造與鋼構造構件火
害 後耐震性 能研究 / 鍾興陽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1-1 (平裝)
水果掉進海裡了!/劉珍昕圖.文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64-2 (HTML)
心的距離(中英對照)/鄧永元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77-2 (HTML)
手套小學開學了/鄭伊辰圖.文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47-5 (HTML)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法規輯
要. 109 年版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編著 .-- 臺北市 : 退撫基

金監委會, 10912 .-- 600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5-4 ( 精 裝 )
NT$269
民事裁判實務教材: 拆屋還地等事件
/法官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官學院,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4-74-6 ( 平 裝 )
NT$120
司法業務年報. 108 年度/司法院司法
行政廳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4-68-5 (PDF)
世界盃動物棒球錦標賽/彭可群圖.
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65-9
(HTML)
刑事裁判實務教材: 竊盜案件/法官
學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官學
院, 10912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73-9 (平裝) NT$210

睿, 林盈秀, 林倩誼, 郭函姿, 蔡豫寧,
張筱琦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高市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5416-904 (全套:精裝)
我撿到一枝金蔥筆/陳妍芸, 陳憲楷
圖 . 文 .-- 臺 北 市 : 北 市 教 育 局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66-6 (HTML)
阿 太 个 願 望 = Great grandfather's
wishes/呂紹澄原著; 郭玟芬改編; 王
志 中 繪 .-- 臺 北 市 : 北 市 客 委 會 ,
10911 .-- 64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0-4 (精裝) NT$350
延平國民小學創校百週年紀念特刊/
陳信榮, 陳君青, 鄒海茵, 鍾宜珍主
編 .-- 南 投 縣 : 南 投 縣 延 平 國 小 ,
1091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54-7 (平裝附光碟片)

地底精奇/江沂霏, 黃筱甯圖.文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8-1 (HTML)

直交集成板(CLT)構造防火設計之研
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0-4 (平
裝)

因應氣候變遷土地使用規劃減洪調
適策略績效評估研究/羅偉誠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4-2 (平裝)

非住宅類綠建築能源計算基準與標
示之研究/林憲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9-6 (平裝)

住宅防火對策之研究/王安強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7-4 (平裝)

芬芳寶島/劉羿宏等作; 毛雅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32-197-0 (平裝)

汩汩繁華/洪伊君, 許晶, 唐麗淑撰文;
李元璋計畫主持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64-2 (平裝)
NT$200

青蛙的奇幻旅程/宋以云, 吳艾庭圖.
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55-0
(HTML)

我們為何而活?/范宸恩, 李坤隆圖.
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42-0
(HTML)
走過五十個年頭-昆明街 100 號/衛教
企劃組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聯
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10911 .-- 1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4-2 (平
裝)
你說給孩子聽的故事「雄」親/Pak
Kasur, 馮輝岳, 錢慈善, 蕭良政作詞;
Johannes Brahms, Pak Kasur, 左宏元,
吳開芽, 曹登昌作曲; 洪淑惠文; 林珂

波斯離家記/陳淑娟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67-3 (HTML)
服飾上的榮耀: 魯凱族口傳故事/賴
妤洵, 胡智偉, 侯方揚故事採集; 劉少
君(kuli.kilang)主編 .-- 初版 .-- 臺東縣 :
臺 灣 史 前 博 物 館 , 10912 .-- 48 面 ;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2038 (精裝) NT$400
松鼠過冬/楊奕晴, 吳芸廷圖.文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1-2 (HTML)
肺癌防治手冊(專業版)/趙恒勝, 羅永
鴻, 高尚志, 林慶雄, 施金元, 楊政達,
117

周德盈, 許文虎, 夏德椿, 楊志新, 陳
育民, 顏上惠, 林孟志, 方俊凱, 邱玉
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39-80-4 (PDF) NT$50
重生的白白/黃湘㚬, 溫之羽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68-0 (HTML)
食在好孕: 吃對營養 寶媽都健康/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76-7 (PDF)
既有建築物地下室拆除重建工法之
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3-5 (平
裝)
既有建築物含石綿建材診斷評估之
研究成果報告/葉禮旭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912 .-- 2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7-2 (平裝)
降低建築樓板衝擊音設計之研究/鄭
元良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40-3 (平裝)
降低營建人力需求構造研發: 多單元
鋼管鋼網牆之強度與韌性/陳正誠研
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50-41-0 (平裝)
風洞實驗室不同縮尺流場之地況模
擬研究/鄭元良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9-8 (平裝)
客留宗跡: 豐原神岡建築文化/吳中
杰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市客委
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7-8 (PDF) NT$300
科展設計與實作/全中平等作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科學教育館,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4-9
(PDF) NT$450
映象之旅/劉羿宏等作; 毛雅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32-198-7 (平裝)

便當/鄧羽芮, 鄧羽彤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52-9 (HTML)
建築工程應用 BIM 所需資源共享平
台規劃研究/楊智斌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6-5 (平裝)
消失的家/洪心妘, 陳宥妤圖.文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44-4 (HTML)
神奇的魔法甜點屋/施亮妤, 謝佳葳,
張紜慈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62-8 (HTML)
海豹的飛翔/李建緯, 陳心妮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0-5 (HTML)
馬祖擺暝/ .-- 初版 .-- 連江縣 : 連縣府,
10912 .-- 10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8-79-2 (平裝)
高強度內灌混凝土箱型鋼柱於高溫
下 抗壓強度 之研究 / 陳誠直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8-0 (平裝)
高強度鋼筋機械式續接性能合格標
準及驗證研究/李宏仁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912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3-4 (平裝)
倒霉的奇奇/陳慈靜, 蔡心立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6-7 (HTML)
這不是我要的爸爸/陳彥廷, 林雅淇
圖 . 文 .-- 臺 北 市 : 北 市 教 育 局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41-3 (HTML)
國內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專業人
力供給與需求調查研究/陳建忠研究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0912 .-- 4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5-8 (平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青年藝術家典藏
作 品 專 輯 . 第 一 屆 =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st Nkust youth artist
collections/江基名, 巫宇庭, 李孟芳,
季和穎, 林立偉, 林婕妤, 洪鈞元, 紀
芃如, 高肇良, 張祐齡, 許珮欣, 陳宏

群, 陳姿錡, 馮芯寧, 黃柏勳, 楊奕軒,
劉育妏, 蔡譯緯, 鄭銘梵, 蕭沛翎, 謝
依庭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
10912 .-- 62 面; 27X27 公分 .-- ISBN
978-986-99601-3-7 (精裝) NT$150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校三十周年專
刊= YunTech 30th anniversary/陳敏生
等編輯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 109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6-7-0 (平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2020 展覽 惠風和暢 書法聯展
2020.09.25-2020.10.24=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it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Mild Breeze
with Collective Works of Calligraphy
Sends Greetings/李長生, 柳炎辰, 張志
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0911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56-4-0 (精裝) NT$1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園性別事件處
理手冊/紀博倫, 林慧雅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北教育大學性平會,
10912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9-9-2 (平裝) NT$100
國際耐風設計規範局部風壓係數之
本土化擬合研究/羅元隆計畫主持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6-6 (平裝)
國際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研討會
論 文 集 . 2020: 餐 飲 療 癒 力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spitality and
Culinary Innovation of Special Issue:
Healing Powers/林淑瑛等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餐旅大學, 10912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92-78 (平裝)
清霧桃源 境屹六十: 清境農場建場
60 週 年 專 輯 ( 精 簡 版 )= 60th
anniversary of Qinging Farm/ .-- 南投縣 :
輔導會清境農場, 11002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3-2 (平裝)
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成效
之理論與實務研討論壇. 2020: 論文
及實務文章摘要集/方金雅等作; 黃
宗顯等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大學,
10911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48-5-9 (平裝)
集合住宅同層排水法制化與技術規
範修訂之研究/鄭政利計畫主持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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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912 .-- 1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50-2 (平裝)
菲菲的夢想/張譽馨, 簡語葳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40-6 (HTML)
智慧雨水貯集系統作為都市雨洪管
理 之實地驗 證研究 / 王榮進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5-9 (平裝)
游藝校園: 文化新體驗: 中區文化體
驗教育教案輔導推廣手冊. 109 年/林
秀妙撰文 .-- 初版 .-- 彰化縣 : 彰化生
活美學館, 10911 .-- 9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2-231-1 (平裝)
意外的旅程/魏心穎, 謝侑珆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7-4 (HTML)
遇見 on going a journey/葉芷妍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60-4
(HTML)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運動訓練
暨運動產業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年 作者：/王宗騰主編 .-臺北市 : 北市大, 10912 .-- 7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4-02-8 (平裝)
臺北市衛生醫療年鑑. 2019(中英對
照)/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編 .-- 臺北市 :
北市衛生局,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64-01-1 (HTML)
NT$486
榮市聚金. 2020 年= 典範市集/優良市
集暨樂活名攤 精選/經濟部中部辦公
室編著 .-- 1 版 .-- 南投縣 : 經濟部中
辦室, 10911 .-- 1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3-083-5 (平裝) NT$300
臺東土黏黏. No.005/張嘉玲總編輯 .- 臺東縣 : 臺東大學數媒系, 11001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748-3 (平裝)
夢想/鄭聿昕, 施詠晴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59-69-7 (HTML)
臺灣的海洋保護區/饒瑞正, 鍾蕙先,
蔡沛倫, 楊名豪, 徐胤承編著 .-- 高雄
市 : 海保署,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7-49-5 (HTML)

臺灣海洋生態系調查手冊. I/吳龍靜,
林美朱, 柯勇全, 柯慶麟, 郭庭羽, 董
于瑄, 韓尚融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海保署,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4-9 (PDF)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2020(中英對
照)= Taiwan Ceramics Biennale/龔雅雯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
歌陶瓷博物館,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62-08-6
(EPUB)
NT$1000
誰是小天使?/許又馨, 金熙媛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3-6 (HTML)
增設水滅火設備之同等滅火效能評
估基準之可行性研究/鄭元良計畫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28-1 (平裝)
編 織 彩 虹
cemepu
tua
quljivangeraw/Watinunu
ki
balrilawlaw/dritjang 王正杰, tanubake
盧天佑, venenge 羅宇晞, maleveleve 布
沛紜, zuluzulu 賴加宴, lvaulavu 高婷
瑄圖.文 .-- 屏東縣 : 屏縣霧臺國小,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78-1 (精裝) NT$250
龜山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 5 屆=
5th Kuei-shan Island Literature Award/
鍾鴻銘主編 .-- 初版 .-- 宜蘭縣 : 宜蘭
大學, 10911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87-3-2 (平裝)
整合擴增實境 AR 及 CFD 以建構風
洞實驗室流場可視化技術研究/黎益
肇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7-3 (平裝)
鋼耐震間柱結構系統設計準則與性
能評估方法研擬/陳建忠研究主持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2-7 (平裝)
鋼筋混凝土梁構件之鋼筋腐蝕斷面
補修工法研擬/邱建國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 市 : 內 政 部 建 研 所 ,
10912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44-1 (平裝)
險象環生,還我保地/廖昱喬, 吳雨家
圖 . 文 .-- 臺 北 市 : 北 市 教 育 局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43-7 (HTML)

貓熊變裝秀/黃思瑗, 謝昕霓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49-9 (HTML)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15-2-1 (平
裝) NT$410

鋼鐵戰士與山獸/李昱璿, 李昱維圖.
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46-8
(HTML)

123 日的淬鍊: 高中地理學測複習講
義/邱雯玲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
數位文化, 11001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15-1-4 ( 平 裝 )
NT$430

應用 BIM 輔助建築維護管理作業指
南之研擬/黃毓舜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39-7 (平裝)

123 日的淬鍊: 高中數學 A 學測複習
講義 3-4 冊/毛鏘淵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15-0-7 (平
裝) NT$245

雙語教學動起來-CLIL 教學實務工作
坊= CLIL teaching practice workshop/余
品嫺主編 .-- 臺北市 : 臺大師資培育
中心, 10911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2-34-6 (平裝)

80/20 法則: 公司法 雄霸天下/蕭雄編
著 .-- 七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11 .-- 8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90-0 (平裝) NT$700

關於那些山坡上的事: 水土保持局 60
週年紀念故事冊/蔡叡昕, 鄭純娟, 王
愉文執行編輯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0912 .-- 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9-62-9 (平裝) NT$250
讓星星閃耀的貓咪/王綺蓁圖.文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9-54-3 (HTML)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4B, 教
學講義/黃森山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8-0 (平裝) NT$275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４/廖
柏州, 蘇文賢, 江吟梓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2-7 (平
裝) NT$225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4A/李
旺 霖 編 著 .-- 新 北 市 : 龍 騰 文 化 ,
1091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0-3 (平裝) NT$175
(領航)英文. 4/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2 .-冊 .-- ISBN 978-986-519-093-4 (全套:
平裝) NT$413
123 日的淬鍊: 高中公民與社會學測
複習講義/林倩如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001 .-- 21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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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 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分則篇
>>/柳震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11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89-4 (平裝) NT$600
9 天學會法文檢定必考動詞
(DALF/TCF-B2~C2)/蕭明鈞作 .-- 臺
北市 : 蕭明鈞,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8327-6 (PDF)
9 天學會義大利文檢定必考動詞
(CILS/CELI-B2~C2)/蕭明鈞作 .-- 臺北
市 : 蕭明鈞,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28-3 (PDF)
A day at school: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張綾峰, Kobus Daffue,
林雅文, 吳怡儒, 陳姿穎編輯委員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文青國民
中小學籌備處,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63-03-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463-04-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63-05-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463-06-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07-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08-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09-0 (全套:平裝)
e 通國中資優數學. 第二冊/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廷
數學, 10911 .-- 4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3-4-8 (平裝) NT$280
Hi academy talk to me. 1A/杜威海外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0-2 (平
裝) NT$500

New GEPT 完全命中全民英檢初級聽
力 閱 讀 模 擬 試 題 =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陳豫弘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12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0-8 (平裝)

10911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1-998-1 (平裝)

Playschool. class book/senior editor Jo
Hsiao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441416-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441-417-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441-418-5 (第 3 冊:平裝)

Target grammar. 2c/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4-00-0 (平裝)

Student's book. step 5/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912 .-- 1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7-5-8 (平裝)
Super skills book. step 5/writer Tom
Woodhouse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
國際教育, 109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7-7-2 (平裝)
SUPER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教
學講義.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林虹
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6-5 (平裝) NT$300
SUPER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教
學講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吳
沛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11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4-1 (平裝)
SUPER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
學講義. III, 波動、光及聲音/鄭呈因,
張銘傑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5-8 (平裝) NT$300
Target grammar. 1a/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4-01-7 (平裝)
Target grammar. 1b/editor Lisa M. W. .-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4-02-4 (平裝)
Target grammar. 1c/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4-03-1 (平裝)
Target grammar. 2a/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 育科 技 ,

Target grammar. 2b/editor Lisa M. W. .-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1-999-8 (平裝)

Target grammar. 3a/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1-995-0 (平裝)
Target grammar. 3b/editor Lisa M. W. .-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1-996-7 (平裝)
Target grammar. 3c/editor Lisa M. W. .-1st ed. .-- 高雄市 : 京尼教育科技,
10911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1-997-4 (平裝)
TMI! Chinese textbook. 1 (simplified
version)/author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 1st ed. .-- 臺 北 市 :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10911 .-266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5-2-2 (平裝)
TMI! Chinese textbook. 1 (traditional
version)/author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 1st ed. .-- 臺 北 市 :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10911 .-266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5-0-8 (平裝)
TMI! Chinese workbook. 1 (simplified
version)/author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 1st ed. .-- 臺 北 市 :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10911 .-103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5-3-9 (平裝)
TMI! Chinese workbook. 1 (traditional
version)/author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 1st ed. .-- 臺 北 市 :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10911 .-103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715-1-5 (平裝)
Workbook. step 5/writer Mark Rogers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7-6-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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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考點直擊: 民法(測驗題)/池錚,
龍律, 張青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0912 .-84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70-3-7 (平裝) NT$680
大數據考點直擊: 國文(測驗題)/林嵩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0911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670-1-3 (平裝)
NT$580
大學入試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
詳解: 英文考科/張勝溢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0911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923 (平裝) NT$20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2021: 微積分
(107-109 年試題) /歐大亮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62 (平裝) NT$400
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法總整理/河
村美智子, 陳美姬, 黃桂英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09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7-05 (平裝) NT$360
分段啟發式 JAVA 程式設計解題技
巧教材/陳毓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4-1 (平裝)
分段啟發式網路工程實務教學基礎
教材/陳毓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0911 .-- 1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03-535-8 (平裝)
中級英檢萬試達: 初試試題+解析全
6 回/James Baron, Jessica Beck 作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敦煌, 10912 .-- 4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23 (平裝)
互動式.憲法: 高普專用/呂晟編著 .-七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1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6-7 (平裝) NT$550
互動式.憲法: 警察特考專用/呂晟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7-4 (平裝) NT$550
中華電信招考: 專案管理/林清如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60 (平裝)

比較教育/羅正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5-0 (平
裝) NT$670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 十五版 .-- 新北市 : 科
友, 10912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94-6 (平裝附光碟片)

日語檢定日本電視劇最困難的 1,000
個單字!(JLPT-N1 “162 分アップ”)/
蕭明鈞作 .-- 臺北市 : 蕭明鈞,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9-6
(PDF)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證 照測驗題 型題 庫 / 中華財政學會
編 .-- 修訂八版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
學會, 10911 .-- 1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5-1-1 (平裝) NT$250

中鋼、中龍鋼鐵、唐榮公司招考: 金
屬材料(機械材料)/許信凱, 柯建宇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2-1 (平裝)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 十一
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91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95-3 (平
裝)

民法/顏台大編著 .-- 第十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7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2-1 (平
裝) NT$600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能檢定學術科
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錡編著 .-- 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72 (平裝附光碟片) NT$400

老師解題: 犯罪學概要(申論&測驗
題)/霍華德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52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788-7 ( 平 裝 )
NT$500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
Windows 10+Word 2016/華成工作室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7-3 (平裝)

字根辭典/張文忠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及第, 10912 .-- 8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99407-6-4 ( 平 裝 )
NT$800

司法民法(概要)題庫 3 Point: 選擇&
申論完全攻略. 110 版/顏台大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83 (平裝) NT$630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庭務員)(普通+
專業). 2021(106~109 年試題)(測驗題
型)/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紫彤,
蔡邑, 楊華, 廖國宏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5-4 (平裝)
NT$300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錄事)(普通+專
業 ). 2021(106~109 年 試 題 )( 測 驗 題
型)/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紫彤,
蔡邑, 楊華, 鄭瑋, 廖國宏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61 (平裝) NT$360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速成/楊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2 .-- 9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793-1 ( 平 裝 )
NT$750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顏台大編
著 .-- 第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11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3-8 (平裝) NT$600
民法總則爭點解讀/陳義龍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24 (平裝) NT$480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
Windows 7+Word 2010/華成工作室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26-6 (平裝附光碟片)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英文/王文充編 .-- 十四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58-31-4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會計學(含中會)/王龍應編 .-- 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4-5 (平
裝)
犯罪學(概要)題庫 Q&A(含申論&測
驗題)/霍華德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5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81-791-7 ( 平 裝 )
NT$500
犯罪學讀本. 110 版/良育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9-9 (平
裝) NT$48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 第二十二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8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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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50-4 (平
裝) NT$650
行政法(概要)好好讀/嶺律師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5-5 (平裝) NT$500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嶺律
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4-8 (平裝) NT$420
行政法關鍵選擇/居荻著 .-- 一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98-7 (平裝)
NT$450

各國人事制度/張秉鈞編著 .-- 第七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53-5 (平裝) NT$620
各國人事制度: 兼論公共人力資源管
理相關議題/常亮編著 .-- 2 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8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1-2 (平
裝) NT$650
自動控制/汪永文編著 .-- 六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8-9 (平裝)
地毯式: 高中數學 A 講義 3-4 冊/廖培
凱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
化,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98-1 (平裝) NT$240
地毯式: 高中數學 B 講義 3-4 冊/廖培
凱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
化, 1091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99-8 (平裝) NT$185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鐵路特
考用/王毅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5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651-1 (平裝)
NT$620
企業管理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 2
合 1 速成總整理/楊鈞, 林崇漢編著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4-6 (平
裝) NT$600
西餐烹調實習/周敦懿, 黃寶元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11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4-6 (下冊:平裝)

10911 .-- 1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79-4-7 (平裝)

- ISBN 978-986-514-642-9 ( 平 裝 )
NT$450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四,
A+課堂講義/賴映伶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翔宇, 10912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724-1-3 (平裝)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組織與結
構). 2021(107-109 年試題)/洪逸, 張凡,
張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12 .-- 3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9-3 (平裝) NT$500

作文: 請你跟我這樣作/田丹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1 .-- 41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4-3 (平裝) NT$530

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1 版/鄭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2 .-- 5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14-633-7 ( 平 裝 )
NT$53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分析化
學. 下= Analytical chemistry/張家銘等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1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8-4 (平裝)

金牌祕笈地理總複習. 整理篇/陳逸
(專業地理團隊)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
文教科技, 10912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2-1 ( 平 裝 )
NT$28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膳食與
營養實務. 下/董家堯, 吳幸娟, 章雅惠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1 .-- 2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1-4 (平裝)

初階授信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 16 版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0911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1-4 (平裝) NT$4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下/林合懿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11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5-3 (平裝)

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韋伯編著 .-三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1 .-- 7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3-6 (平裝) NT$6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行銷實務. 下/葉伊修, 焦貴真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10911 .-13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042-6-1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經濟學. 下/郭國欽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0911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35-9-6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單 晶 片 微 處 理 機 實 習 =
Microcontroller/microprocessor practice/
黃嘉輝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 10911 .-- 29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23-149-1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A. 四, A+課堂講義/李秀芳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9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24-0-6 (平
裝) NT$125
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與建築群基礎
工程力學. 下/張簡宏裕, 呂卓樫作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社,

*社會學最強破題書. 110 版/韋樂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6-8 (平裝) NT$630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最新重點
+試題解析速成總整理/柳威廷編著 .- 修訂第四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0-7 (平裝) NT$300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成宜, 德
芬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11 .-- 3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20-154-8 (平裝)
法學緒論(大意)關鍵命題焦點題庫
與解析/陳晟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8-2 (平
裝) NT$580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 110 版/陳晟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52-8 (平裝) NT$550
英文教甄九英甄經: 甄試一次就過/
黃百隆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11 .-- 224 面; 24 公分 .12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
所、工管所). 2021(107-109 年試題)/
張翔, 楚瀚, 張璇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47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30-9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
所). 2021(107-109 年試題)/張翔, 楚瀚,
張璇, 李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1-6 ( 平 裝 )
NT$4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
所). 2021(107-109 年試題)/張翔, 楚瀚,
李昱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12 .-- 2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2-3 (平裝) NT$400
食品衛生檢驗&農產加工高普考 2.0
試題詳解. 103 年-109 年度/黃上品, 梁
十著作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0911 .-- 4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6-1-1 (平裝) NT$550
面面觀數學. A 講義/謝一帆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911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6-6 (第 4 冊:平裝) NT$188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千華編委會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1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3-1 (平裝)
音樂創作中的音色運用/江易錚撰 .-初版 .-- 臺北市 : 大陸書店, 10912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06179-9 (平裝)
洗錢防制法大意: 考前猜題 600 題/林
崇漢, 林彙桓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5-3 (平裝) NT$400
高中社會複習週記/李詩偉, 林久媺,
曾露瑤, 林聖凱, 蕭承先, 王彥妮, 吳
一晉, 陳建彣, 林貞君, 陳宜君, 林怡
芳, 佟以群, 盧昕彤, 陳姿慧, 許俗竹,
趙祐志, 尹詩惠, 廖依俐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001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15-38 (平裝) NT$350
高中段期考數學全真模擬試題. 第一
冊/高秋生, 林興慶, 陳泰吉編著 .-- 臺
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11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1-4 (平
裝) NT$240
高考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110 版/陳真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2 .-- 57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14-631-3 ( 平 裝 )
NT$600
原住民考試: 警專英文/郭靖編 .-- 十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07 (平裝)
*航空安全管理. 110 版/王弘飛, 崔易
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1 .-- 38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7-5 (平裝) NT$520
海洋大教室/王佩琪等採訪撰文; 吳
立萍主編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11 .-- 79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002-7 (平裝) NT$180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 修訂八版 .-- 臺北
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0911 .-- 2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02-9-8 (平
裝) NT$250
高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
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
利益衝突迴避與財產申報). 110 版/郭
如意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6-9 (平裝) NT$680
高普民法(概要)題庫 3 Point: 選擇&
申論完全攻略. 110 版/顏台大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76 (平裝) NT$630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2-0 (平
裝) NT$630
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 Q&A.
111 版/鄭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2 .-- 5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14-634-4 ( 平 裝 )
NT$530
高普特考: 工程力學/許信凱, 王賢軍,
蔡宗諺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4-6 (平裝)
桃園捷運招考: 大眾捷運概論/許博
士, 羅吉特, 胡劭安編 .-- 六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0911 .-- 54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558-25-3 (平裝)
旅館客務實務/葉俊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0911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641-0-4 (下
冊:平裝)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61-7 (第 30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93-8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94-5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95-2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46-1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47-8 (第 35 冊:平裝)
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
式用語). 110 版/江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9-8 (平裝) NT$480
現行考銓制度/郭如意編著 .-- 2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0-5 (平裝) NT$680
教育行政學/羅正, 裴宇編著 .-- 初
板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48-1 (平裝) NT$500

高普考公共管理混合題庫: 實戰出擊.
110 版 /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1 .-- 5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14-630-6 ( 平 裝 )
NT$580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
四. 109 年度/陳培林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2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8-5 (平裝)

高普考行政法主題式測驗&申論雙
效題庫 Q&A. 110 版/顏平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832 面;

透明的刑法概要/張鏡榮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531 (平裝) NT$650
123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12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225-0 ( 平 裝 )
NT$450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謝安,
張旭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12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223-6 ( 平 裝 )
NT$450
*教師甄試諮商與輔導(含矯正輔導)
申論題解題書. 110 版/蕭逸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5-2 (平
裝) NT$480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 109 年
度/伍湘芬, 吳姍姍, 邱鉦倫編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67-8 (平裝)
票據法/池錚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54-2 (平
裝) NT$380
國營事業招考: 會計審計法規/全道
豐 編 .-- 三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091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9-1 (平裝)
提升資訊能力學習自信之分段啟發
式教學/陳毓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1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36-5 (平裝)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化學/曾錳, 洪
嘉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5-4 (平裝)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地球科學/蔡
曜陽, 李正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6-1 (平裝)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數學 A/黃翊程,
何以恆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4-7 (平裝)
週攻略學測複習講義: 物理/李捷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3-0 (平裝)
郵政企業管理大意考前猜題 1200 題/
楊鈞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6-0 (平裝) NT$370
普 通 生 物 學 . 5, 動 物 生 理 . 二 =
Biology/黃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元進
階智庫, 10911 .-- 58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566-2-8 ( 平 裝 )
NT$60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Living technology/李佳恩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8-0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A. 第四冊
/吳汀菱等編著; 謝豐瑞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1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79-7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A. 第四冊
/林國華等編著; 鄭惟厚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8-5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第四冊
/吳汀菱, 吳佩蓁, 黃淑華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0911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0-3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第四冊
/林國華等編著; 鄭惟厚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9-2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高中
數學. 四, A+課堂講義/吳汀菱, 林淑
娥, 洪瑞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1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1-0 (平裝) NT$30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B. 四: Focus 焦點講義/陳家豪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27 (平裝) NT$18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課本.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鍾楊聰等
編撰; 胡哲明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0-9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 課本/王俊乃等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0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7-2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 4/王昭慧等編
著; 林秀春總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11 .-- 2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7-3 ( 平 裝 )
NT$34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教學指南. 3/朱
宥勳執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
異果文創, 10911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58-6-1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課本. 第四冊/
王怡芬, 林淑薰, 商瑈, 郭素妙, 黃文
琪, 詹佳鑫, 蔣錦繡編撰委員; 何寄澎
總諮詢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1-6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領航國文. 4/陳婉玲,
澎客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
文化, 109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1-0 (平裝) NT$325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四 A, 教師手
冊/林信安等編撰; 陳界山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8-9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四 B, 教師手
冊/林信安等編撰; 陳界山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1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9-6 (平
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III, 化學
反應與平衡一, 教師手冊/劉如熹等
編撰; 葉名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96-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III, 動物
體的構造與功能/丁宗蘇等編著; 陳
俊宏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11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89-7 (平裝) NT$262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
華財政學會編 .-- 修訂十一版 .-- 臺北
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0911 .-- 2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5-2-8 (平
裝) NT$250
*進階程式設計: 使用 Python、C++/
任鏡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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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1-4 (PDF) NT$350
智慧型復習講義: 生物/莊偉民, 林志
庭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2-3 (平裝)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
解析. 2020 版/王惠玲, 許文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419-2 (PDF)
NT$590
電工(機)機械. 110 版/楊柏, 鄭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9-0 (平裝) NT$580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陳俊, 林瑜
惠, 陳以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0911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73-4-3 (下冊:平裝)
NT$460
會計學. 四, 新攻略/盧奕(盧立博)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芳, 10912 .-20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697-0-3 (平裝) NT$310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董謙編 .-六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11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924 (平裝) NT$780
經濟學: 大數據考點直擊/林仲編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091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2-0 ( 平 裝 )
NT$550
經濟學主題式進階問題集(申論題
型). 2021/葉倫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11 .-- 7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57-7 (平裝) NT$700
銀行招考、金融雇員: 銀行英文精析
攻略/郭靖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5-2 (平裝)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
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 修訂八版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0911 .-189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202-8-1 (平裝) NT$250
對話式: 高中數學. A, 第 3-4 冊學測
複習講義/白德超, 葉晉宏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12 .-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96-7 (平裝) NT$235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7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1-2 (平裝)

對話式: 高中數學. B, 第 3-4 冊學測
複習講義/白德超, 葉晉宏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0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7952-97-4 (平裝) NT$180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一年級上
學 期 . 第 一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3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2-9 (平裝)

監獄學表解/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 9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0 .- 8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1-4 (平裝) NT$660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一年級下
學 期 . 第 二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3-6 (平裝)

輕鬆學數學. B, 講義. 第四冊/張進成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0911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7-3 (平裝) NT$175
認識 AI 三部曲系列. 首部曲: 與 AI 初
見面/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陳柏仰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程式教育
協進會, 10911 .-- 71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6925-6-4 ( 平 裝 )
NT$450
熱力(工)學與熱機學重點統整+高分
題庫/林柏超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9-3 (平
裝)
*賞味.作文/金庸編著 .-- [第四版]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351 (平裝) NT$550
標竿 英檢必勝 主題式英 文單字 書 :
Vocabulary 2000. A/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編著 .-- 臺中市 : 標竿出
版社,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5-4 (平裝) NT$300
標竿 英檢必勝 主題式英 文單字 書 :
Vocabulary 2000. B/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編著 .-- 臺中市 : 標竿出
版社,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6-1 (平裝) NT$300
標 竿 國 中 英 語 : 文 法 寶 典 . 4=
Mastering grammar for junior high
school/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18-7-8 (平裝) NT$300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一年級上
學 期 . 首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機械力學/李榮華, 李岱佳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0911 .-- 2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641-28 (下冊:平裝)
餐飲服務技術/江裕春, 鐘森盈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11 .-- 1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47-7 (下冊:平裝)
爵士名曲/張議中等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0911 .-- 10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6054-57-0 (平
裝)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二年級上
學 期 . 第 三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4-3 (平裝)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
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 修訂八
版 .-- 臺北市 : 中華財政學會, 10911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25-0-4 (平裝) NT$250

魯凱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二年級下
學 期 . 第 四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3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5-0 (平裝)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歷屆題庫/黃
賢齊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1 .- 冊 .-- ISBN 978-986-275-658-4 (上冊: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275659-1 (下冊:平裝) NT$500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一年級上學
期 . 第 一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2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67-5 (平裝)

縱觀: 解剖生理學/蔡牧名著 .-- 十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12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7-1 (平
裝) NT$650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一年級下學
期 . 第 二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68-2 (平裝)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二年級上學
期 . 第 三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3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69-9 (平裝)
魯凱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二年級下學
期 . 第 四 冊 ( 課 本 )/ 陳 美 鈴
(Cankim.Tagaw)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0911 .-- 12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70-5 (平裝)
數學. B. 四, A+課堂講義/謝立人, 張
克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91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24-2-0 (平裝)
機件原理/李榮華, 謝文忠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0911 .-- 25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641-11 (下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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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 精神科護理學/李昊庭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0911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4-0 (平
裝) NT$280
縱觀: 藥理學/蔡牧名著 .-- 十一版 .-臺中市 : 及第, 10912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407-5-7 (平裝)
NT$300
醫事檢驗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 年/
張惠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1001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78-0 (平裝)
雙 語 體 育 教 學 參 考 指 南 = Bilingual
teaching guidelin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孫佳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師大書苑, 10912 .-- 19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96-846-6 (平裝)
NT$300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黃程國, 里昂
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1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5-7 (平裝) NT$590
警專考試: 警專歷史/何子妡編 .-- 十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284 (平裝)
警察考試試題大補帖(一般行政警察
人員)普通+專業三、四等. 2021(107109 年試題)/Jacob Wu 等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86 (平裝) NT$620
警察考試試題大補帖(一般消防警察
人員)普通+專業三、四等. 2021(107109 年試題)/Jacob Wu 等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279 (平裝) NT$600
*鐵路法(大意)/劉奇編著 .-- [第十三
版 ]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0911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24-5 (平裝) NT$600
鐵路特考: 企業管理大意題庫黃金考
點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 十版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7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27-7 (平裝)
鐵路特考: 鐵路運輸學大意題庫/梁
實瑞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3-8 (平裝)
讀我正解!刑法爭點書/楊過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19 (平裝) NT$450
驗 光生滿分 題庫合 輯 / 許瑋怡等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11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55-5 (平裝)

兒童讀物
A fish for m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4-9 (平裝) NT$162
Animal friends/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Yu Shan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8-7 (平裝) NT$162
AR5D 寶兒夢 AR 校園情境學台語/優
群國際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優群國際聯合, 10911 .- 冊 .-- ISBN 978-986-99745-0-9 (全套:
精裝)

Baby seal/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Yeh. C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7-0 (平裝) NT$162
Big horse small mouse: a book of
barnyard opposites/by Liesbet Slegers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94-6 (精裝)
Buddy English. vol.12, the party in the
forest= 美語巴弟. 第十二冊, 森林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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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183-7-4 (平裝)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6-3 (平裝) NT$162
Friends say 'sorry'/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Wan Li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77-00-1 (平裝)
NT$162
Giraffes are tall!/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2-5 (平裝) NT$162
Go! go! go!/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64-2 (平裝)

Cuentos indígenas mexicanos desde
Chiapas= 墨 西 哥 恰 帕 斯 傳 說 故 事
/Alejandro Hermández, Rocío de la Cruz,
Guadalupe de Concepción Encinos Ton,
Doris Sánchez Gómez, Diana Vázquez
Ramírez, Josefa Cecilia Lievano Narváez
y Juana del Carmen López Navarro,
Antonio Pérez Vázquez, Ottavio Grassi,
Rocío de la Cruz, y Humberto
Gómez[作]; 黃筱綺[中文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佳臺書店, 10911 .-29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7805-5-1 (平裝)

Goodbye, mous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2-5 (平裝) NT$162

Dinosaur and dog/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11 (平裝)

Hippos are big/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5-6 (平裝) NT$162

Dog wants a friend/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Wan-Li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28-0-1 (平裝)
NT$162
Don't play with my tail/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Erin Chiu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802 (平裝)
Everybody has to sleep/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Yun-Chu Chen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94 (平裝) NT$162
Friends forever/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Aoi .-- 臺 中 市 : Nuno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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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dinosaur/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5-6 (平裝) NT$162
Hello, polar bear!/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Aoi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54-3-7 (平裝) NT$162

Horse and hippo/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59 (平裝)
How many feet?/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eng-yun
Chia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3-5 (平裝)
I am king!/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Tung Chia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71-0 (平裝)
I like apple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Yunn-jwu Liu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58-1 (平裝)

I love dragonflies!/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Aoi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8-7 (平裝) NT$162

My daddy and me/by Liesbet Slegers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92-2 (精裝)

I love sunflowers/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andy We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4-1-3 (平裝)
NT$162

My mommy and me/by Liesbet Slegers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91-5 (精裝)

I see red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ao-Lun Tsai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78-9 (平裝)

My mug/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73-4 (平裝)

I want a pet/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54-8-2 (平裝) NT$162

Old macdonald/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iuli Che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4-5-1 (平裝)
NT$162

It's a doughnut/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Yeh. C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54-6-8 (平裝) NT$162

Out of this world/by Andre Louw;
illustrator Connie Liao .-- 臺北市 : 敦煌,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4-7 (平裝)

Jump!/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70-3 (平裝)

Pandas are cut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Yeh. C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54-9-9 (平裝) NT$162

Little
dinosaur,
roar!/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andy Weng .-- 臺
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4-9 (平
裝) NT$162

Peter parrot & friends/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4-0-6 (平裝)
NT$162

Little-the
fire
engin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iuli Cheng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54-75 (平裝) NT$162

Play with m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1-8 (平裝) NT$162

Look!/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72-7 (平裝)
Moon gets a hat/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Wan-ling Tsai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4-2-0 (平裝)
NT$162
Mr. Squirrel's bread/edited by Allison
Chia-Yi Li; illustrated by Chin-Jie Lin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12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60-25 (平裝) NT$500

Puppy floppy/by Wanny Richman .-- 1st
ed. .-- 臺 南 市 : Wanny Richman,
10912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2-0 (平裝)
Quack! quack! quack!/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ori Chiang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772 (平裝)
Quiet koala noisy monkey : a book of
jungle opposites/by Liesbet Slegers .-- 1st
ed.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1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8842-93-9 (精裝)
Red Hen's egg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ao-Lun Tsai .-- 初版 .-127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2-8 (平裝)
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七色王
國編繪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001 .-- 18 面; 27X27 公分 .-- ISBN
978-986-5528-50-8 (精裝) NT$600
Sethie hunts for a job/narrated and
introduced by Tien-Sheng Hsu; written
by Jun-Shi Chen; illustrated by Su-Ling
Chang; translator Jojo Chen .-- 1st ed.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23-7-2 (精裝)
Six/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203-884-0 (平裝)
Sock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79-6 (平裝)
Thank you, mom!/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iuli Che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4-4-4 (平裝)
NT$162
The emperor of China's ice: an artist
buried 1000kg of ice in the ground/story
by Jun Yang; illustrations by Yuki
Nishimura .-- 臺北市 : 大寬文化工作
室, 10912 .-- 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515-5-8 (精裝)
The garbage truck/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Lee li-chieh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77-09-4 (平裝)
NT$162
The vet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eidi Doll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82-6 (平裝)
This is me!/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Don Aquila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77-03-2 (平裝)
NT$162
Turtle's flower/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Wan-ling Tsai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28-6-3 (平裝)
NT$162

Up goes the umbrella/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siaochi Cha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81-9 (平裝)
What do I need?/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eidi Doll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741 (平裝)
What do pigs like?/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siaochi Cha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76-5 (平裝)

Chia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83-3 (平裝)
Worried Wendy/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77-01-8 (平裝) NT$162
Zig-zag zebra/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86-4 (平裝)
Zoo/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Alex
Patrick .-- 臺北市 : 敦煌, 10911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54 (平裝)

What is it?/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Po-ting Lin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59-8 (平裝)

一個人的小鎮/白冰文; 帕杰曼.拉米
扎德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528-6 (精裝) NT$300

What shape is it?/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Yunn-jwu Liu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9-7 (平裝)

十萬個為什麼?天氣是個搗蛋鬼(注
音大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34-7 (精裝)
NT$280

Where is my bed?/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andy Weng .-- 臺 中 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9828-7-0 (平裝)
NT$162

十萬個為什麼?生活魔法(注音大字
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491-535-4 ( 精 裝 )
NT$280

Where is the cookie?/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ori Chiang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604 (平裝)

十萬個為什麼?你不知道的文化由來
(注音大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536-1 (精裝)
NT$280

Where is the octopu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eif-wen
Cheng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203-875-8 (平裝)

十萬個為什麼?科技的祕密(注音大
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491-537-8 ( 精 裝 )
NT$280

Which is yellow?/written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eng .-- 初版 .-- 臺北市 :
10912 .-- 20 面; 18 公分 .-986-203-885-7 (平裝)

by Wiley
Chief-wen
臺灣麥克,
ISBN 978-

十萬個為什麼?恐龍當家(注音大字
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491-538-5 ( 精 裝 )
NT$280

Whose tail is this?/author R. Tamminga;
illustrator ChO .-- 臺中市 : NunoFelt
Studio, 10911 .-- 2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28-3-2 (平裝) NT$162

十萬個為什麼?動物小夥伴(注音大
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491-539-2 ( 精 裝 )
NT$280

Wiggle, wiggle, wiggle/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e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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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個為什麼?植物的世界(注音大
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491-540-8 ( 精 裝 )
NT$280
十萬個為什麼?獨一無二的我(注音
大字版)/崔鍾雷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41-5 (精裝)
NT$280
小兔子學理財= Moneybunnies (earn it!
spend it! save it! give it!)/辛德斯.麥克
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503-7130 (全套:精裝)
小黑啤玩臺灣. 基隆篇, 放水燈/呂佩
勳, 林芷薇, 洪金煌, 趙子琳文字; 賴
姿綾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
吧, 10912 .-- 6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836-0-0 (精裝) NT$560
小熊學校(限量盒裝專屬著色貼紙
組)/足立奈實圖; 相原博之文; 莊靜君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愛 米 粒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8939-78 (全套:精裝) NT$1200
*心地善良的大老鼠/羅潔希文.圖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01-6 (EPUB)
中庭(中英對照)= The courtyard/黃葳
威(Vivian Huang)文; 黃建中圖; 崔肯
特(Kent Trede), 黃栖威(Sylvia Huang)
英文翻譯 .-- 臺北市 : 中華白絲帶關
懷協會,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1159-6-4 (精裝)
手套兔/黃秋芬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
瓊埔合作農場,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0-5-1 (精裝)
奶奶逮到了一隻小精怪/彭懿文; 周
尤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29-3 (精裝) NT$350
全國兒童美語: 戶外教學日= Go for
English: field trip day/全國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001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1219-9-6 (平裝附光碟片)
好喔!/洪于婷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瓊
埔合作農場, 10911 .-- 24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30-0-6 (精裝)

印象‧南海: 2020 南海劇場口述歷史
訪談暨影像紀錄/李順霖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館, 10911 .-- 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1-22-5 (平
裝)
好棒的假期/塞巴斯汀.布朗(Sebastien
Braun)著; 李紫蓉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 10911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12-396-6 (精裝)
我用 32 個屁打敗了睡魔怪/彭懿文;
田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26-2 (精裝) NT$350
我用 32 個睡魔怪打敗了我媽媽/彭懿
文; 田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11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27-9 (精裝) NT$350
我 家 住 在 南 機 場 = My home at
Nanjichang/ 吳 家 佳 文 ; 阮 光 民 圖 ;
Matthew Hinson 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目宿媒體, 10912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110-7-3 (平裝)
NT$250
*我們的小鯨魚 /楊鈞善文; 吳玟萱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初心者咖啡店,
10911 .-- 36 面; 19X27 公分 .-- ISBN
978-986-99743-0-1 (精裝) NT$320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Isabel Thomas
著; Dalia Adillon, Katja Spitzer, Rachel
Katstaller, Marianna Madriz, Anke
Weckmann, Hannah Warren 繪; 施穆穆,
章欣捷, 范寶文, 劉慧中, 葉庭君, 陳
凰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1 .-- 冊 .-- ISBN 978-957-08-56637 (全套:精裝)
阿甘's vlog/王郁文, 洪于婷, 洪若苹,
黃秋芬, 張秀蓮, 鄭佩玲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10911 .-- 5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0-68 (精裝)
抹布黑/鄭佩玲(阿布)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0-20 (精裝)
爸爸,別怕/白冰文; 胖蛇圖 .-- 初版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5309 (精裝) NT$300
泡泡精靈. 2, 玩具屋大冒險/嚴淑女
文; 蜜可魯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04-8 (EPUB)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北美洲:
美國 墨西哥 加拿大 古巴/黃宇編著;
安德烈.隆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11 .-- 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91-544-6 ( 精 裝 )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日本 韓國 尼泊爾 阿聯酋 馬爾地夫
印度尼西亞/黃宇編著; 陳昊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460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中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菲律賓/黃宇編著; 阿里安娜.貝
魯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45-3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印度 泰國 土耳其 斯里蘭卡 孟加拉/
黃宇編著; 喬迪.桑胡安.庫尼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477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南美洲: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祕魯/黃宇編著; 安
德烈.隆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0911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49-1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法國 英國 比利時 荷蘭 冰島 愛爾蘭/
黃宇編著; 伊麗莎.史陶慈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07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俄羅斯 德國 芬蘭 瑞士 波蘭/黃宇編
著; 卡塔爾.茲納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91-552-1 ( 精 裝 )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義大利 西班牙 希臘 奧地利 葡萄牙
匈 牙 利/ 黃宇編著; 迭戈. 埃斯科 巴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1-4 (精裝)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影響孩
子一生的環球 100 成長旅行地/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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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安德烈.隆吉等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53-8 (精裝)
NT$300
春天/黃登漢文; 高蘇平圖 .-- 初版 .-臺中市 : 泰墨創藝影像, 10912 .-- 3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829-00 (平裝) NT$200
烤地瓜二重唱/洪若苹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10911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0-44 (精裝)
孫悟空打妖怪/樊家信文; 馬鵬浩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531-6 (精裝) NT$280
晚安故事: 神奇魔法/小紅花童書工
作室編繪 .-- 新北市 : 人類, 10912 .-冊 .-- ISBN 978-986-5523-55-8 (全套:
精裝) NT$720
最美好的一天/塞巴斯汀.布朗
(Sebastien Braun)著; 李紫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0911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59 (精裝)
鄂溫克的駝鹿/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文;
九兒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6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33-0 (精裝) NT$450
換媽媽/白冰文; 江顯英圖 .-- 初版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2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1-5323 (精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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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02-4 (EPUB)
愛德華的眼鏡/皮姆.凡赫斯特(Plmm
van Hest) 文 ; 妮 可 . 塔 斯 瑪 (Nynke
Talsma)圖; 游珮芸譯 .-- 初板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001 .-- 3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440-364-6 (精裝)
摸我!/王郁文作 .-- 雲林縣 : 雲林縣瓊
埔合作農場, 10911 .-- 24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30-1-3 (精裝)
慢吞吞的樹懶/伯達妮.克里斯多
(Bethany Christou)著; 李紫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上人文化, -191100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97-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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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1-36-8 (EPUB)
歡迎光臨/張秀蓮作 .-- 雲林縣 : 雲林
縣 瓊 埔 合 作 農 場 , 10911 .-- 24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0-37 (精裝)
*七俠五義/(清)石玉崑原著; 黃秀精
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018-4 (EPUB)
*鏡花緣/(清)李汝珍原著; 郭怡汾編
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021-4 (EPUB)
*海公大紅袍全傳/陳景聰編寫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10-8 (EPUB)
*劉公案/何佩珊編寫 .-- 臺北市 : 三
民,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22-1 (EPUB)

漫畫書
30 歲之後的 coming out/夏原サイケ
作; 熊次郎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23-9 (平裝)
<<花開千年>>全紀錄畫集/林青慧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09335-2 (平裝)
BADON 天堂菸館/小野夏芽作; 厭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30-7 (第
3 冊:平裝) NT$140
BATTLE GROUND WORKERS: 戰地
甲兵/竹良實作; 湯伊蘋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02-9 (第 2 冊:
平裝)
Dear: a letter comic/ 黃 右 禎 (Arwen
Huang)作 .-- 一版 .-- 臺中市 : 黃右禎,
1091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1-0 (平裝) NT$320
Designs/五十嵐大介著; 謝仲庭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1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5-8818 (第 5 冊:平裝) NT$220

Designs/五十嵐大介著; 謝仲庭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1 .-- 冊 .-ISBN 978-986-235-893-1 (全套:平裝)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09-3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00
Fate/Grand Order: 真 實 之 旅 /TYPEMOON 原作;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233-5 (第 4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234-2 (第 5 冊:平裝) NT$100
FILES/里つばめ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7-8 (平裝)
GRANBLUE FANTASY 碧 藍 幻 想
/cocho, 楓月誠, Cygames 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1-3 (第
7 冊:平裝) NT$140
GRANDBLUE 碧藍之海/井上堅二原
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25-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30
Jealousy/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291 (第 4 冊:平裝) NT$150
K-ON!輕音部 Shuffle/かきふらい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7-3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57-26-6210-6 ( 平 裝 )
NT$130
MIX/安達充作; ALATA 譯 .-- 二版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810-4 (第 4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811-1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812-8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813-5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14-2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15-9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16-6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17-3 (第 11 冊:平裝)
PATIO 的王者們/大矢和美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04-630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631-6 (第 3 冊:平裝)
RaW HERO 新手英雄/平本 AKIRA 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04-8 (第 6 冊:平裝) NT$130
REPLAY 新的開始/束原さき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90 (平裝) NT$130
Return to AVALON: 武内崇 Fate ART
WORKS/武内崇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3-4 (平
裝)
SEX DROP 深陷其中/しっけ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59 (平裝) NT$130

MAE 作品畫集: monster/MAE 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6102-4 (平裝)

Sweet Our 1R 我們的甜蜜單人房/カ
モバーガー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7-6 (平裝)

MAPATAY AY NO WAWA 死者的孩
子/偕志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
文化, 11001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73-4-5 (平裝)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5-4 (第 24 冊:平裝) NT$100

MARS RED 零機關/唐々煙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ISBN 978-957-26-6206-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207-6 (第
2 冊:平裝) NT$130

女公關玲子/宮崎摩耶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56-7 (第 3 冊:
平裝) NT$130

MILK TEA/熊猫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130

山田和少年/三田織作; 林香吟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59-3 (平裝)

11001 .-- 1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7-4 (平裝)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9-2 (第 2 冊:平裝)

小老虎是♂卻一直撲向我/吾笠花作;
小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543 (第 2 冊:平裝) NT$13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椿泉漫畫; 陳鈞
然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776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77-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78-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79-4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0-0 (第 8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781-7 (第 9 冊:平裝)

不能犯/宮月新原作; 神崎裕也漫畫;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7-5 (第 4 冊:平裝)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98-5 (第 2 冊:平裝)
女孩攻略日常/むく作; Cat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冊 .-- ISBN 978-986-524-162-9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4-163-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64-3
(第 5 冊:平裝)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平
島コウ作; 山田 J 太插畫; 御門幻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30-5 (第 1 冊:平裝)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高田裕
三作; 莊湘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31-4 (第 5 冊:平裝)
大黑暗/林田球作; 豬排飯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9-0 (第
2 冊:平裝)
夕陽餘暉/宇佐美真紀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04-663-7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64-4 (第 5 冊:
平裝)
小資女奮鬥人生事件簿/帕帕珍作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44-2 (平裝) NT$300
山與食慾與我/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
先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818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19-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20-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21-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22-7 (第 5 冊:平裝)
小 雞 要 來 談 戀 愛 嗎 ?/ 佐 倉 リ コ 作 ;
USAG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限定版). 12/椿泉
漫畫; 陳鈞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6-7 (平裝)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官方設定集/椿泉
漫畫; 陳鈞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70-1 (平裝)
不可知論偵探: 捨身羅漢/薛西斯, 鸚
鵡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47-98-0 (平裝) NT$299
不加班真的可以嗎?: 小職員異世界
佛心企業初體驗/結城鹿介原作; 髭
乃慎士漫畫;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67-4 (第 3
冊:平裝)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春原
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蔡
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24-6 (第 1 冊:平裝)
少年山海經 重啟/陳清淵原著; 楊承
達漫畫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
意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9762-1-3 (第 1 冊:平裝) NT$110 .-ISBN 978-986-99762-2-0 (第 2 冊:平裝)
NT$110

水蛇神夜詠/雷雷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35-9 (第 1 冊:平裝)
中華小廚師!極/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6-1 (第
8 冊:平裝) NT$100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春場蔥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239 (第 8 冊:平裝) NT$190
月喜歡就好/木內 Ramune 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5-1 (第 1 冊:平裝)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水安里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001 .-- 冊 .-- ISBN 978-957-109299-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00-0 (第 6 冊:平裝)
不道德公會/河添太一作; 梁勝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冊 .-- ISBN
978-957-26-6105-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50 .-- ISBN 978-957-26-6106-2 (第
5 冊:平裝) NT$150
天獄/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2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5-0 (第 8 冊:平裝)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24-6 (第 11 冊:平裝) NT$130

火影忍者(愛藏版)/岸本斉史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ISBN 978-957-26-6133-8 (第 16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57-26-61345 (第 1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6135-2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26-6136-9 (第
1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6137-6 (第 20 冊:平裝) NT$270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7-8 (第 9 冊:平裝) NT$100

反覆不斷的掠奪/星野正美作;
KIK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9-8 (第 1 冊:平裝)

天氣之子/新海誠原作; 窪田航作畫;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反戀愛喜劇 xxx 爆米花/池森あゆ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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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4-2 (平裝) NT$150
平凡上班族到異世界當上了了四天
王的故事/ベニガシラ原作; 村光漫
畫; 志野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95-4 (第 1 冊:平裝)
打工吧!魔王大人/和ヶ原聡司原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59-9 (第 16
冊:平裝)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4-160-5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61-2 (第 17 冊:平裝)
白石同學的動級生/チノク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3-7 (第 2 冊:平裝)
平行天堂/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12-3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113-0 (第
1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114-7 (第 12 冊:平裝) NT$130
生而為 GAY,我很抱歉: 我的性決定
我的人生/もちぎ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8-5 (第
2 冊:平裝)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慎本真作; 黛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4-186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87-2 (第 2 冊:平裝)

正能量企鵝「幸福論」/富增章成文
字; るるてあ RURUTEA 插畫; 陳怡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5-3 (平裝)
只能親吻不幸同學了!/露がも子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8-1 (平裝)
半澤喵樹/池井戸潤原作; 篠丸のど
か漫畫; 御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2 .-- 1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10-9336-9 (第 1 冊:平裝)
失聲少女心想「她太過溫柔」/矢村
いち作;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74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175-8 (第 2 冊:平裝) NT$130
同.級.生!!/池山田剛作; 魏嫚秀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冊 .-ISBN 978-986-504-637-8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38-5 (第 4 冊:
平裝)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新挑限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1-0 (第 1 冊:平裝)
在宇宙盡頭的中心/星谷香織作; 蔡
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6-1 (第 2 冊:平裝)
肌肉魔法使 MASHLE/甲本一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191-8 (第 1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192-5 (第 2 冊:平裝) NT$100

打怪前先離婚?/安妮羊作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80-4 (平裝)

再見了超級達令/蛭塚多運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5-0 (平裝)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中村
春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4-1 (第 14 冊:平
裝)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794-7 (第
5 冊:平裝)

出租女友/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20-8 (第 18
冊:平裝) NT$100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SHOOWA 原
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45-3 (第 1 冊: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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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少爺和裁縫師/琉美亞作; 巫白
白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3-6 (平裝)
因果性之吻/阿仁谷コイジ作; 呂郁
青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1-3 (第 1 冊:平裝)
此花綺譚/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ISBN 978-986-512-766-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67-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68-8 (第 3
冊:平裝)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豬排
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4-6 (第 1 冊:平裝)
血界戰線 Back 2 Back/内藤泰弘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04-641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642-2 (第 7 冊:平裝)
老師,你的愛已不在/志々藤からり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7-2 (平裝) NT$130
老師,這樣不行啦!/嘉島ちあき作; 張
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240-3 (上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241-0 (下冊:平裝) NT$140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井上小春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0-9 (第 6 冊:平裝)
名偵探柯南 LOVE+PLUS 超百科全
書/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3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2-0 (平
裝)
宇崎學妹想要玩!/丈作; 徐劭曦譯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07-9 (第 5 冊:
平裝) NT$130
好想吃了你啊,草蜥先生/阿須高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2-1 (平裝)

地獄遊行/布克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動力, 10912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9-2-2 (第 1 冊:平
裝) NT$200

我的主推在夜裡融化了/白蜜岱夜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4-3 (平裝)

在歌舞伎町徬徨的火鶴/星名あんじ
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0-3 (平裝) NT$140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太田
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78-0 (第 2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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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2-797-8 (第 2 冊:平裝)

災禍陷阱師的勇者狩獵/わだぺん。
作 ; 江 昱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857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186-4 (第 2 冊:平裝) NT$140
我與獵物的暑假/田中機械作; 陳幼
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6-8 (平裝)

我們失去的東西/名目古グリズリー
漫畫;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8-5 (平裝)

狂賭之淵/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
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8-3 (第 13 冊:平裝)

地縛少年花子君/あいだいろ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314 (第 14 冊:平裝) NT$130

沐浴在相同的光芒下/ココミ作; 魏
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9-0 (平裝)

同學盯上了我的胯下/土岐芽紀大殺
界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1-2 (平裝)

我們的失敗/はいしま潮路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1-0 (平
裝) NT$150

狂賭之淵(限定版). 13/河本ほむら原
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4-3 (平
裝)

死靈羅曼史/堂本裕貴作;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51 (第 2 冊:平裝)

我家的阿拉伯犬不會等一下/大月ク
ル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0-7 (平裝) NT$130

快一點綁緊我/なりた晴ノ作; 劉維
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031 (平裝) NT$140

我從葦稈看到的天空/ヨシノサツキ
作;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3-9 (第 3 冊:平裝)

我才不會呼喊愛情/倫敦巴里子作;
陳書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6-7 (平裝)

扭蛋雞: 扭轉奇雞/阿贊(陳贊宇)圖.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25-1-2 (平裝) NT$360

我只是想說喜歡妳/円城寺真紀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3-0 (第 1 冊:平裝)

每週三,請在男廁等我/あらかた作;
澄瑱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6-0 (平裝)

局外密談/ツノナツメ作; 風花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82 (平裝)

呆萌酷男孩/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58-1 (第 3 冊:
平裝) NT$200

我那看似文青的室友/日輪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日輪, 10912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14-6 (平
裝) NT$400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ちふゆ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197-0 (上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198-7 (下冊:平裝) NT$130

妖怪手錶. 光影之卷/LEVEL-5 Inc.原
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0-6 (第
2 冊:平裝)

別對映像研出手!/大童澄瞳作; 王浩
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4-7 (第 4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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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賭之淵雙/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
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1 .-- 21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2-717-6 (第 10 冊:平
裝)
狂賭之淵雙(限定版). 10/河本ほむら
原作; 齋木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7-4 (平
裝)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飛田二木壱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6-9 (第 3 冊:平裝)
妙廟美少女/吉岡公威作; 陳瑞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26-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127-7 (第
4 冊:平裝) NT$130
來自清水的孩子. 3, 王子時代= Son of
Formosa /游珮芸, 周見信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0911 .-- 1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73-3-8 (平
裝)
來自深淵/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52 (第 9 冊:平裝)
來自深淵/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749-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50-3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51-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52-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53-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54-1 (第 6 冊:平裝)
來自深淵(特別版). 9/つくしあきひ
と作;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5-0 (平裝)
青年黑傑克/手塚治虫, 田畑由秋, 大
熊由護作; 林武三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2 .-- 冊 .-- ISBN 978957-10-9329-1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30-7 (第 13 冊:平裝)
往返穿越來見你/久松エイト, 雪林
作 ; 趙 秋 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3-5 (平裝) NT$130
炎炎消防隊/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21-5 (第 26
冊:平裝) NT$100
東京超級達令/松吉アコ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79-6 (平裝)
NT$130
芭芭雅嘎的女兒/吳雅怡 Asta Wu 文.
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吳 雅 怡 ,
1091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1-0 (平裝)
性急狗狗的調教方法/松本ノダ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9-9 (平裝)
兩隻獅子/古矢渚作; KUMAKO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2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1-6 (平裝)
金魚的初鳴/ごんたくにど作; 黎維
津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14-5 (平裝)
花開千年/林青慧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2 .-- 164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334-5 (第 10 冊:平
裝)
肩與指尖/富士山豹太作; 紅蠍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2-3 (第 1 冊:平裝)

阿爾蒂/大久保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288-1 (第
9 冊:平裝)
乳親: 被兒子和父親鎖定的極品乳頭
/宮緒葵原案; 藤村綾生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9-1 (平裝)
放學後和老師一起。/松月滉作; 蔡
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4-7 (第 3 冊:平裝)
致 空色般的初戀: 日光下的寶石/日
野瑔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32-1 (平裝)
盾之勇者的某天日常/アネコ ユサギ
原作; 赤樫漫畫;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81-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182-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昨天很歡愉吧/四方月ろーど作; 蘇
涵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1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0-7 (平裝)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8-0 (第 7 冊:平裝)
虐你、愛你/きはら記子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14 (平裝)
型男前輩其實是個笨拙木頭男/野花
さお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5-8 (平裝)
相信可愛後輩的我真是笨蛋/春山モ
ト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99-4 (平裝) NT$130
穿著人偶裝的你/ん村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3-0 (平裝)
背德的 OMEGA 血統/さつきあしゃ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34

110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7-5 (平裝)
思慕雪的熱帶魚/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66-7 (第 6 冊:平裝)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森田季節原作; シバユ
ウスケ漫畫; K.T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325-3 (第 4 冊:平裝)
鬼子/こふで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59-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原 子小 金剛 (新 裝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1557-9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558-6 (第 16 冊:平裝)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作; 沖
本秀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01-7 (第 18 冊:平裝)
哥布林殺手/蝸牛くも原作; 黑瀨浩
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2 .-- 178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10-9320-8 (第 9 冊:平裝)
哥布林殺手外傳. 二: 鍔鳴的太刀/蝸
牛くも原作; 青木翔吾作畫;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21-5 (第 1 冊:平裝)
討伐魔王之後不想出名,於是成為公
會會長/朱月十話原作; ROHGUN 漫
畫;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183-3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184-0 (第 2 冊:平裝) NT$130
神奇寶貝特別篇/日下秀憲腳本; 山
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782-4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3-1 (第 43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784-8 (第 4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85-5 (第 4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6-2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7-9 (第 4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8-6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89-3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90-9 (第 50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791-6 (第 5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92-3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93-0
(第 53 冊:平裝)
航海王學園/小路壮平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87-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188-8 (第
2 冊:平裝) NT$100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望譯 .-- 二版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755-8 (第 1 冊:
平裝)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ISBN 978-986-512-756-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57-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58-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59-6
(第 5 冊:平裝)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69-5 (第
6 冊:平裝)
迷宮飯(典藏版). 9/九井諒子作; 謝孝
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9-8 (平裝)
迷宮飯(限定版). 9/九井諒子作; 謝孝
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8-1 (平裝)
* 秘 密 耳 語 = Secret whisper/ 王 登 鈺
(Fish Wang)原作; 煙囪精靈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12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49-282 (平裝) NT$350

狸貓狸貓/貓野まりこ原作; kyo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12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9-2 (平裝)

從前從前有隻貓: 世界喵童話
/PANDANIA 作; 黛西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6-0 (平裝)

臭臉表弟可愛到讓我受不了/高比良
りと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8-2 (平裝)

淘氣辣妹安城/加藤雄一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55-0 (第
4 冊:平裝) NT$130

哪邊都一樣: 一個屋簷下/柊のぞむ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1-4 (平裝) NT$130

排球少年/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08-6 (第 45
冊:平裝) NT$100

第一次到日本當講師就上手: 阿油的
國際漫畫工作坊四格遊記/阿油作 .-初版 .-- 臺北市 : 阿油, 10911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40-5 (平
裝)

終將成為妳: 官方漫畫精選集. 2/仲
谷鳰原作; 柊ゆたか等漫畫; 陳幼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68-1 (平裝)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22-2 (第 129
冊:平裝) NT$100

陰間條例. 冥戰篇/Salah-D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黑白文化,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57-22 (平裝) NT$280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091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33-3640-2 (第 1 冊:平
裝) NT$180

唯愛是從!/加藤スス作; 風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6-8 (平
裝)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1/綾辻行人原
著;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臺北市 : 皇冠,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3-3646-4
(EPUB)
NT$126
殺手女孩 KILL ME/叶恭弘作; 凜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ISBN 978-957-26-6193-2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194-9 (第
2 冊:平裝) NT$140

浮雲遮月,狂風襲花/こめり作; 張芳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34 (平裝) NT$130

*殺手的戀愛相談 /謝東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11 .-- 冊 .-ISBN 978-986-99502-1-3 (上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86-99502-2-0 (下
冊 : 平 裝 ) NT$340 .-- ISBN 978-98699502-3-7 (全套:平裝)

留影畫布間/簡嘉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1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517-7 (平裝)
NT$240

國王排名/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7-8 (第
4 冊:平裝)

記錄你的一切/砂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1-1 ( 平 裝 )
NT$130

從心跳停止開始的戀愛/南志都漫畫;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1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66-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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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暗狹窄的深處♥/アシガル丸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0-5 (平裝)
透過鏡頭將你扒光/降谷百合矢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7-4 (平裝)
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黃綠莉央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5-4 (第 2 冊:平裝)
堀與宮村/HERO 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
漫畫; 呂郁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738-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39-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40-4 (第 3 冊:平裝) .-ISBN 978-986-512-741-1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42-8 (第 5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43-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44-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45-9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46-6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2-747-3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748-0 (第 11 冊:平裝)
堀與宮村/HERO 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
漫畫;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0-5 (第 15 冊:平裝)
堀與宮村: 回憶紀念插畫集
page.100/HERO 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
漫畫; 雷怡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1-2 (平裝)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漫畫精選集:
Darkness/天原原作; Yoshik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797 (平裝)
這樣的我可以談戀愛嗎?!/杏堂麻衣
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0-8 (第 2 冊:平裝)
婚禮狠掠奪/西城綾乃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23 (平裝)
媚之凶刃/池玲文作; 游若琪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ISBN 978-986-512-760-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61-9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62-6 (第 3
冊:平裝)
掌心裡的幸運戀人/内海ロング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8-3 (平裝) NT$130
無能力者娜娜/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3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0-3 (第 4
冊:平裝)
喫茶後宮、戀愛騷動/はやりやまい
作; LYT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2-9 (平裝)
超超超超超喜歡你的 100 個女朋友/
中村力斗原作; 野澤ゆき子漫畫; 凜
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ISBN 978-957-26-6189-5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190-1 (第
2 冊:平裝) NT$140

黑 辣 妹 後 宮 學 校 / 双 龍 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99-2 (第 2 冊:平裝)

落空/洪幼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1001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559-51-9 ( 精 裝 )
NT$250

虛構推理/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
畫; 光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0-4 (第 13 冊:平裝) NT$105

過氣英雄傳/米雷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黑白文化,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57-3-9 (平裝)
NT$280

殘壞的野獸們/菊池ばみ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8-4 (平裝)

禁愛: 獸人 ABO/ともち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2-8 (平
裝) NT$130

禁.斷.婚.約/心步由美作; 揪揪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冊 .-ISBN 978-986-504-661-3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62-0 (第 4 冊:
平裝)

極道主夫/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321 (第 6 冊:平裝) NT$130

遊☆戲☆王(愛藏版)/高橋和希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冊 .-- ISBN 978-957-26-6139-0 (第 16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140-6 (第 17 冊: 平 裝) NT$240 .-ISBN 978-957-26-6141-3 (第 18 冊:平
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1420 (第 19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143-7 ( 第 20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26-6144-4 (第
2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145-1 (第 22 冊:平裝) NT$240
路人超能 100/ONE 作; 陳鈞然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ISBN 978-986-512-763-3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764-0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765-7 (第 4
冊:平裝)
*惹毛語錄/尤俠圖.文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9-0 (EPUB)
裏世界遠足/宮澤伊織原作; 水野英
多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9-9 (第 1 冊:平裝)
裝甲擲彈兵= Panzergrenadier/小林源
文作; 王佐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1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00-9-0 (平裝) NT$380
愛你愛到想為你所有/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80-2 (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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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愛這種事絕對不承認!(特別版)/須
坂紫那作; 和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03-6 (平裝)
罪與咎/天河藍作; 夜原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76-7 (平
裝)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原作; 蛍
幻飛鳥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95-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196-3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電競世界沒有少女= Does not exist/陳
清淵原著; 飛西啟漫畫 .-- 第一版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0911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762-0-6 (第
2 冊:平裝) NT$110
*窩心事/尤俠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4-6 (EPUB)
對不服管教的人要.../沖奈じじこ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47-7 (平裝)
漁火與青鱗魚= The light and souls/筆
頭 Penpoint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筆
頭 Penpoint, 10911 .-- 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8298-9 (平裝)
臺北來信/一匹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慢工文化, 11001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573-5-2 (平裝)

NT$480 .-- ISBN 978-986-98573-6-9 (線
裝) NT$880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6-1 (平裝)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53-6 (第
5 冊:平裝) NT$100

與她的「秘密」戀愛/TO もえ作; 風
間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21 (第 1 冊:平裝) NT$130

與溫柔的你共度美好季節/湯煎温子
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001 .-- 2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82-7 (平裝)

腐男子召喚: 來到異世界被神獸設計
了/藤咲もえ作; 林玟伶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38-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239-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摸摸我的角/中原開平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04-5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205-2 (第
2 冊:平裝) NT$130

潮與虎(完全版)/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
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冊 .-- ISBN 978-957-10-9337-6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38-3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39-0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0-6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1-3 (第 15 冊:平裝) .-ISBN 978-957-10-9342-0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343-7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4-4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5-1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6-8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47-5 (第 20 冊:平裝)

瘋狂山脈/H.P.洛夫克拉夫特著; 田邊
剛繪;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9810-2-6 (第 1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99810-3-3 (第 2 冊:平
裝) NT$200 .-- ISBN 978-986-99810-40 (第 3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99810-5-7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99810-6-4 (全套:平裝)
NT$800
說故事遊戲/曾耀慶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319-520-7 ( 全 套 : 平 裝 )
NT$880
說故事遊戲. 第一部, 現實虛構/曾耀
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2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518-4 (平裝)
說故事遊戲. 第二部, 虛構現實/曾耀
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2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519-1 (平裝)
福音圖像= The icon of gospel/徐德修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徐德修,
10911 .-- 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284-2 (平裝) NT$50
舞動初戀!/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392 (第 5 冊:平裝)
漫畫中國史. 番外篇: 學校不教的搞
笑上古傳說/萬華嵩劇本; 哈雷大叔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091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6-04-4 (平裝) NT$280
爾虞我詐的戀愛戰術/らうりー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摸摸啾 PUB 的男♂性狂熱時光/イク
ヤス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66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167-3 (第 2 冊:平裝) NT$140
影子作家/茶渡ロメ男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178-9 (平裝)
NT$130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9-2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潘朵拉的禁忌之吻/陳漢玲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33-8 (第
5 冊:平裝)
課長把持不住自己/むつきらん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6-5 (平裝) NT$130
僵屍 100: 在成為僵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
畫;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12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86-511-565-4 (第 2 冊:平裝)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
活†真銘譚/野崎つばた, 長月達平,
大塚真一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冊 .-ISBN 978-957-10-9327-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328-4 (第 2 冊:
平裝)
調教咖啡廳/中山幸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02-4 (第
6 冊:平裝)
墜落 JK 與廢人老師/sora 作; 吳美嬅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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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魔眼跟子彈闖蕩異世界!/かたなか
じ原作; 瀬菜モナコ 漫畫 ;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ISBN 978-957-26-6236-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237-3 (第
2 冊:平裝) NT$130
*親子窩心事/尤俠圖文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6-9 (EPUB)
融化戀人/山田袋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5-4 (平
裝)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山本崇一朗
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6-6 (第 13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
來/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
漫畫; 王榮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4-157-5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58-2 (第 20 冊:平裝)
噩夢少年/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38-3 (第 5 冊:平裝)
貓 戰 士 ( 漫 畫 版 ): 天 族 與 陌 生 客 =
Warriors: skyclan and the stranger/艾琳.
杭特(Erin Hunter)著; 丹‧喬立(Dan
Jolley)腳本; 詹姆斯‧巴利(James L.
Barry)繪; 鐘岸真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002 .-- 264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529-92-5 ( 平 裝 )
NT$290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295-9 (第 11 冊:平裝)
藏住尾巴藏不住愛/富塚ミヤコ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9-7 (平裝) NT$130
簡易的墮落羅曼史/赤原ねぐ作; 刻
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680 (第 3 冊:平裝) NT$130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1-6 (第
23 冊:平裝) NT$100
雙胞胎為愛煩惱/桜野いつき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038 (第 1 冊:平裝) NT$140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28-4 (第 16 冊:平
裝) NT$150
*羅曼蒂克原理/尤俠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4-5 (EPUB)
鏈鋸人/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1 .-- 20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6110-9 (第 9 冊:平裝)
NT$100
繪貓師/清水 MERII 作; 陳美瑛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8-4 (平裝)
寶貝、甜心、淫魔/東条さか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72-7 (平裝) NT$130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渡邊志穗作; 曲
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60-6 (第 6 冊:平裝)
櫻桃小丸子/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146-8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147-5 (第
1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148-2 (第 1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149-9 (第 14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1505 (第 15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151-2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152-9 (第
17 冊:平裝) NT$100
魔劍姬!/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冊 .-- ISBN 978-986-524-155-1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156-8
(第 24 冊:平裝)
灌籃少年. ACT4/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118-5 (第
6 冊:平裝) NT$100
聽見向陽之聲-limit/文乃ゆき作; 田
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26-0 (第 3 冊:平裝)
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 被最強隊伍
放逐的廚師開設了冒險者餐廳/つむ
み漫畫; 君川優樹原作; 梁勝哲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961 (第 1 冊:平裝)
戀上換裝娃娃/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157-4 (第
5 冊:平裝) NT$140
戀情議論/蒼宮カラ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6-9 (平
裝)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5-1 (平裝) NT$200
(修復)技能既然變成了萬能作弊招
式,乾脆開間武器店吧/星川銀河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99 (第 1 冊:平裝) NT$200
2070 AI 新紀元. 下集/昕辰(陳隆貴)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陳 隆 貴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19-1 (EPUB) NT$330
2gether 只因我們天生一對/JittiRain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94-2336 (全套:平裝) NT$1750
杀人犯的侧写/蓝橘子作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01-979-4 (平裝)
BLEACH 死神 Can't Fear Your Own
World. III/久保帯人原作; 成田良悟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6-8 (平裝) NT$200
D 機關/柳廣司著; 高詹燦, 王華懋, 劉
子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57-9447-973 (全套:平裝) NT$1320
ERROR.微型世界: 當人類只剩我們/
朱夏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8-3 (平裝) NT$260

戀愛實況轉播開始了/さかもと麻乃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3-8 (平裝)

Infinite Dendrogram 無盡連鎖. 14, 物
理最強/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5-0 ( 平 裝 )
NT$200

戀愛與睡眠/鳥生ちのり作; 涂愫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165-0 (第 3 冊:平裝)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限定版).
20/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3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775-6 (平裝)

靈異醬有口難言/橋本かヱ原作; 本
多創漫畫;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724-4 (第 1 冊:平裝)

Re: 從零 開始 的異 世 界生活 公 式書
Re:zeropedia/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718 (平裝)

小說及雜文
(我的英雄學院)THE MOVIE: 英雄新
世紀/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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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en khan/by A. H. Wang .-- 臺北
市 : A. H. Wang, 10912 .-- 4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15-3 (平裝)

vuvu 的寶物= kavatjes ni vuvu/tjaiwan
giling(阮玄)圖; gesi giling(阮翠芳)文 .- 初版 .-- 新北市 : 百通科技, 10911 .- 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14-0-9 (精裝) NT$350
一期一繪: 詩物語/Jimmy Lee 藝境裡
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9-5 (精裝) NT$500
刀尖愛人= A fatal lover/江洋大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53-07 (平裝) NT$360
八部半/水中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001 .-- 2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37-6-6 (平裝) NT$580
七等生全集/七等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12 .-- 冊 .-ISBN 978-986-387-382-2 (全套:平裝)
NT$387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796-9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97-6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98-3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48-5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49-2 (第 30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54-9 (第 5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43-0 (第 54 冊:平裝)
大奉打更人/賣報小郎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812-6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13-3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14-0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9-1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60-7 (第 15 冊:平裝)

978-986-521-764-8 (第 17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65-5 (第 1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66-2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67-9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2-2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3-9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4-6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5-3 (第 24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56-0 (第 25 冊:平
裝)
大醫凌然/志鳥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68-6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69-3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70-9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771-6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72-3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73-0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61-4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62-1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63-8 (第 1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64-5 (第 1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65-2 (第 15
冊:平裝)
不匹配的婚姻= Mismatched marriage./
冷笑對刀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
儒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337-2-8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ISBN 978-986-99337-3-5 (下冊:平裝)
NT$500
日本異聞錄全集: 人頭燈籠.鬼屍夜
語/羊行中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0912 .-- 51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89-750-7 ( 平 裝 )
NT$399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750-1 (第 23
冊:平裝)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62-4 (第 24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00-3 (第 2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01-0 (第 26
冊:平裝)
反向標記/花誤呀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墨扉, 10911 .-- 4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331-9-3 ( 精 裝 )
NT$410
幻色闇倫敦= Shades of magic/V.E.舒
瓦 (V.E.Schwab) 著 ; 林 欣 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2 .-- 冊 .-ISBN 978-986-235-889-4 (全套:平裝)
NT$1400
夫君太纏人/棠梨煎雪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822-5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23-2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24-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25-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26-3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27-0 (第 6 冊:平裝)
不配= Unworthy/兔大王作 .-- 初版 .-臺北市 : 旭儒,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337-4-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986-99337-5-9 (第
2 冊:平裝) NT$600
文章偶得/林世奇作 .-- 臺初版 .-- 臺
北市 : 林世奇, 10911 .-- 40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31-3 (平裝)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羊太
郎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7-5 (第 7 冊:平裝) NT$200

天選者. 4: 今天起,請叫我歐神!/貓邏
著; Welkin 繪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1-4-1 (EPUB) NT$249

*小狐狸們開飯囉!稻荷神的員工餐/
松幸果步著; 林于楟譯 .-- 臺北市 : 皇
冠,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41-9 (EPUB)

月老/红线(珍爱版)/九把刀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78-7 (平
裝)

*天選者. 5: 組團打怪,怎麼總是配到
你!/貓邏著; Welkin 繪 .-- 臺北市 : 平
裝本,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11-5-8 (EPUB) NT$249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21-753-2 (第 16
冊:平裝)

少年心理師/風念南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46-6 ( 第 6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86-515-649-7 (第
7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15-650-3 (第 8 冊:平裝) NT$240

末日.魔女: 致飽食時代的(最強)者們
/鎌池和馬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2-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00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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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巧遇/天王星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王星出版, 11001 .-31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2-6-0 (平裝) NT$400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
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陳士
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82 (第 4 冊:平裝) NT$200

裝) .-- ISBN 978-986-521-850-8 (第 29
冊:平裝)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58-4
(第 20 冊:平裝)

好感度 120%的北条同學似乎願意為
我做任何事....../本田セカイ作; 王仁
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74 (第 2 冊:平裝) NT$200

你被愛情小魔遮眼了嗎?/其樂故事;
RA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
意, 10912 .-- 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725-3-6 (精裝) NT$450

四季的傷痛/思瑀著 .-- 高雄市 : 思瑀,
10912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00-9 (平裝) NT$360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限定版). 10/り
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38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749 (平裝)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14-5 ( 第 4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615-2 (第
4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16-9 (第 42 冊:平裝) NT$190

妖怪紀元/平凡心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5-604-6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605-3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06-0 (第 6 冊:平裝) NT$190

*台客,愛老虎油!/夏霏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3-0 (EPUB)

我的相公我做主/昔兮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816-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17-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18-8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19-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20-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21-8 (第 6 冊:平裝)

仙帝歸來/風無極光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745-7 (第 98
冊:平裝)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89-1 (第 6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90-7 (第 6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91-4 (第 63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44-7 (第 6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45-4 (第 65
冊:平裝)
*世間女子/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2-3 (EPUB)
必勝迷宮的經營方法/雪だるま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8-1 (第 6 冊:平裝) NT$200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80-8 ( 第 106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21-841-6 (第 10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42-3 (第 108
冊:平裝)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799-0 (第 28 冊:平

我的娘子是巧匠/蕭清羽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774-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75-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776-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77-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78-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79-2 (第 6 冊:平裝)
我的經紀人是大明星!?/龍雲意著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6545 (下冊:平裝) NT$230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猿渡風
見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1-2 (第 1 冊:平裝) NT$200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809-6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10-2 (第 17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11-9 (第 1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57-7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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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三河ごーすと
作 ; 呂 郁 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6-7 (第 3 冊:平裝) NT$200
空氣少女: SOS!強制回溯一億年的氧
氣野外遭難中!/D51 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30-4 (平裝) NT$20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56-3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57-0 (第 4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58-7 (第 4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59-4 (第 4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60-0 (第 50
冊:平裝)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84-6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6-5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7-2 (第 1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08-9 (第 19 冊:平
裝)
相公的溫柔刀/一只青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828-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29-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30-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1-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2-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3-1 (第 6 冊:平裝)
約定的夢幻島: 戰友們的紀錄/白井
カイウ原作; 七緒作; 林憲權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2-0 ( 平 裝 )
NT$200
神工/任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24-4 (第 60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986-515-625-1 (第 61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268 (第 62 冊:平裝) NT$190
*海上花落(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
張愛玲作 .-- 臺北市 : 皇冠,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37-2
(EPUB) NT$380
娘子救命/爭白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85-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786-0 (第 2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87-7 (第 3 冊:平裝)
時光隧道/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43-6 (PDF) NT$500
記憶的怪物外傳小說: 命運的抉擇
/MAE 原作; 紫曜日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9-8 (平裝) NT$20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783-9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5-8 (第 24 冊:平裝)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749-5 (第 29
冊:平裝)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
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
土變強(限定版). 1/黒おーじ作; 倚風
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1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72-5 (平裝)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烽火戲諸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61-9512 (全套:平裝)
眾神眷顧的男人/Roy 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23-6 (第 5 冊:
平裝) NT$200
排球少年!!小說版!!. XII, 畢業後的景
色/古舘春一原作; 星希代子作; 林香
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37 (平裝) NT$200
將愛/溫和如沐作 .-- 初版 .-- 彰化縣 :
凡塵空翼,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22-0-7 (平裝)
寂靜集. 一/青雲姐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林沛瑩,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8344-3
(EPUB)
NT$129

*淚繽紛: 漫舞中的精靈/陳念萱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23-8 (EPUB)
寒山寄旅暢言/王伯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怡和創投, 10912 .-- 24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771-7-0 (平
裝)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487-6 (第 108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788-4 (第 10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40-9 (第 110
冊:平裝)
*黑色微波/夏霏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6-0 (EPUB)
開局成了二世祖/小明太難了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冊 .-- ISBN 978-986-515-608-4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09-1 (第 14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515-610-7 (第 15 冊:平
裝) NT$180
寒門修仙傳/豬哥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27-5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28-2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29-9 (第 12 冊:平裝) NT$180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008-3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009-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054-0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174-5 (第 4
冊:平裝)
越級不打怪/辭鏡, oPTT 作 .-- 臺南市 :
涵集工作室, 10911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782-6-8 (平裝)
NT$400
* 超 級 帶 賽 亞 人 / 食 凍 麵 (Stoneman)
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12-2
(EPUB)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ISBN 978-986-515-620-6 (第 3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213 (第 3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22-0 (第 34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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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式/李查德(Lee Child)著; 簡秀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1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42-6
(EPUB) NT$266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21-781-5 (第 46 冊:平
裝)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ISBN 978-986-521-792-1 (第 47 冊:平
裝)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7556 (第 22 冊:平裝)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763-1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782-2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2-7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3-4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04-1 (第 30 冊:平裝)
*愛情幸福籤/食凍麵(Stoneman)著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21-4 (EPUB)
跟著一首獅去旅行: 寧靜的時光,畫
說旅行的回憶/朵拉圖.文 .-- 初版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7-1 (精裝)
NT$450
極樂淨土/世末鴿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17-6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18-3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19-0 (第 12 冊:平裝) NT$180
愛麗絲的聖杯(限定版). 1/常盤くじ
ら作;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773-2 (平裝)
與牛先生的純愛遊戲/草子信作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31-1 ( 平 裝 )
NT$200
對不起 駭到你/Lilly 著 .-- 一版 .-- 基
隆市 : 飄塚工作室, 109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660-3-5 (平
裝) NT$200

夢之鏡: 小犬球球/遇泉作 .-- 桃園市 :
遇泉,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7-3 (EPUB)
蒼青之劍/幽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11-4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12-1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13-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夢書/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7-7 (EPUB)
夢迴: 東吳大學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
集刊. 第四十屆/蔡于萱等主編 .-- 臺
北市 : 東吳, 11001 .-- 51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6568-93-0 (平裝)
*對照記: 散文集. 三, 一九九 0 年代
( 張 愛 玲 百 歲 誕 辰 紀 念 版 )/ 張 愛 玲
作 .-- 臺北市 : 皇冠,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38-9 (EPUB)
NT$380
蝸牛= dingding/gesi giling(阮翠芳)文;
tjaiwan giling(阮玄)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百通科技, 10911 .-- 3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14-1-6 (精裝)
NT$350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851-5 (第
23 冊:平裝)
*熱的絕滅/蘇偉貞著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2-0 (EPUB)
撩個王爺當贅婿/彥頁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ISBN 978-986-521-834-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35-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36-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7-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8-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39-3 (第 6 冊:平裝)

劍道除魔/參拾伍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483-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484-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485-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486-9 (第 4
冊:平裝)
*數獨之戀/食凍麵(Stoneman)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33-7 (EPUB)
龍套少女要修仙!/貓邏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23-7 (第
2 冊:平裝) NT$250
機械狂潮/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815-7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986-521-866-9 (第 6 冊:平裝)
謊言遊戲. 1, 騙子轉學生似乎將與詐
欺外掛女僕共同稱霸遊戲。/久追遥
希 作 ; 何 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32-8 (平裝) NT$200
蘇偉貞小說精選集/蘇偉貞著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42-9 (PDF) NT$500
魔界歸來的劣等能力者. 1, 被遺忘的
魔神殺手/たすろう作; 陳靖涵譯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24-3 (平裝)
NT$200
魔族少女的藥引/花鈴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07-7 (第
2 冊:平裝) NT$240
魔彈之王與聖泉的雙紋劍/瀬尾つか
さ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14-4 (第 2 冊:平裝) NT$200

其他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裕夢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205 (第 2 冊:平裝) NT$200

2020 斬首式戰爭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
的曙光/汪泉著 .-- 初版 .-- 基隆市 : 詹
益銘,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4-4 (PDF) NT$480

墨菲,我們不約/雷亞儂著 .-- 初版 .-臺南市 : 長鴻, 10912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55-2 (平裝)
NT$230

2020 當代展覽策劃: 理論與實踐=
2020 Contemporary cu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陳明惠, 吳懷珍編輯 .-- 臺南
市 : 成 大 創產 所 , 10910 .-- 36 面 ;
142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47-07 (平裝)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I/editor Hyo-Jeong
SO, Ma. Mercedes RODRIGO, Jon
MASON, Antonija MITROVIC .-- 桃園
市 : 桃縣亞太數位學習學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14-5-5
(PDF)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workshop
proceedings. volume 2/editor Hyo-Jeong
SO, Ma. Mercedes RODRIGO, Jon
MASON, Antonija MITROVIC .-- 桃園
市 : 桃縣亞太數位學習學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214-6-2
(PDF)
*3 天 學 會 法 文 全 時 態 動 詞 變 化
(CEFR-A1~C2)/蕭明鈞作 .-- 臺北市 :
蕭明鈞,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3-8 (PDF)
*3 天學會義大利文全時態動詞變化
(CEFR-A1~C2)/蕭明鈞作 .-- 臺北市 :
蕭明鈞,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4-4 (PDF)
<< super Lisa 林莎寫真>>珍愛收藏版
/林莎作; 莉奈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322-2 (平裝)
 ماي، جيف لي/٢٠٢١ـ٢٠٢٠لمحة عن تايوان
 توري جيرفايس،اإد مون،  جيم هوانغ، تشنغ.-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1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274 (平裝) NT$70
ПРОЦЕССЫ
АНАЛИТ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ИНТЕРНЕТДИСКУРСЕ(НА
ПРИМЕРЕ
АТРИБУТИВНЫ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ЗАРЕ
ЦКАЯ СВЕТЛАНА( 史 薇
塔)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48-6-8 (平裝) NT$460
A montage of history-guidebook/author
Hung Yi-Chun, Syu Jing, Tang Li-Su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66-6 (平裝) NT$200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0-7 (PDF) NT$650

ISBN 978-986-5428-82-2 ( 精 裝 )
NT$300

A promise of a thousand years/by Ted
Sun .-- 1st ed.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0911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12-1-8 (平裝)

*Excel 函數與分析工具: 應用解析 x
實 務 範例 x 統 計分 析 (適用 Excel
2019/2016/2013)/楊世瑩作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72-1 (PDF)
NT$540

Horseshoe Crab/illustrated and written by
Cheng-Ting Shih; translated by Yu-Fang
Yvonne Yen .-- reprint .-- 金門縣 : 金縣
文化局,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8-83-9 ( 精 裝 )
NT$300

Facing the calamity: a step through hurts
& hardship and looking beyon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author Fred HimSan Chin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2-8 (平裝)

HSP40 leader and pioneer of the
world/Wang Shih-chi, Wen Chung-hsuan,
Chu Yueh-ying, Yao Hsia-fen .-- 1st
ed. .-- 新竹市 :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6-16-2 (平裝)

FLOW- 心 流 / 瑪 麗 蓮 . 阿 特 金 森
(Marilyn Atkinson)著; 孫雪菲譯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44-3 (PDF) NT$380

*I want to be like him /陳又瑄, 陳芸婕,
謝東妤圖.文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81-9 (精裝) NT$300

FORMOSA 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2020 第十屆: 尋找百業、產業
紮根、創造價值: 企業永續 再創新
猷/盧建中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明志科大經管系, 10911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73-30-1 (平裝)
NT$300

*JavaScript 網頁設計與 TensorFlow.js
人工智慧應用教本/陳會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4-5 (PDF)
NT$540

A steady heart and steady practice:
stories for living a good life/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靜思
人文, 1091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04-3-4 (平裝)
AAA 城市藝術生活誌. Vol.05, 如果
西城是一首歌/彭永翔總編輯 .-- 臺北
市 : 忠泰集團, 10912 .-- 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464-2-7 (平裝)
NT$200
AI application in fashion trend/顏志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2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5-1 (平裝) NT$200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20/ .-- 新北市 : 醫策會, 10911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74-92 (平裝)
*ASP.NET Core 3.x MVC 跨平台範例
實戰演練/奚江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2-669-1 (PDF) NT$800
Atlas of Acupuncturology/editor JaungGeng Lin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國家
中醫藥研究所, 10912 .-- 4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77-4 (精裝)
NT$830
CYUT-INTEL 聯合實驗室於課程、
專題、研究之教學實務成果與技術
報告/蔡文宗作 .-- 一版 .-- 臺中市 : 朝
陽科大資訊與通訊系, 11001 .-- 33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631-53-6 (平
裝) NT$600
Estudio descriptivo de las oraciones
subordinadas sustantivas en español para
sinohablantes= 西班牙語名詞子句對
華 人 的 描 述 性 研 究 /Chuan-Chuan
Lin(林娟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11 .-- 23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0-1-8 (平裝)
*Excel 自學聖經: 從完整入門到職場
活用的技巧與實例大全/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Acel Learning(S)Pte.
Ltd. .-- 臺北市 : 敦煌, 1100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3-0 (第
1 冊:平裝)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A/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26 (平裝) NT$65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B/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33 (平裝) NT$650
Hi academy talk to me. 1B/杜威海外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1-9 (平
裝) NT$500
Hoopoes are waiting for the mist to
vanish/illustrated and written by ChengSong Chang; translated by Yu-Fang
Yvonne Yen .-- reprint .-- 金門縣 : 金縣
文化局,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143

Leading cases of the Taiwan
constitutional
court.
volume
three/Judicial Yuan[編輯] .-- 臺北市 :
司法院, 10911 .-- 4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5454-64-7 (平裝)
Leap Ahead: 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中
階=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0912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419-2 (下冊:平裝)
Les misérables/original author Victor
Hugo; adaptor Michael Robert Bradie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6-5 (25K 平裝附光碟片)
Life and spirituality 365: teachings by his
holiness
Jigme
Phuntsok
Rinpoche/edited by Khenpo Sodargye .-臺北市 : 佛陀基金會, 1091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414-89-0 (精
裝)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Council of
Agriculture,Executive Yuan biennial
report. 2018-2019/ .-- 臺南市 : 農委會
畜試所, 10911 .-- 22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49-66-7 ( 平 裝 )
NT$300

MATLAB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revised
edition)/author
Chyi-Tsong Chen(陳奇中) .-- 1st ed. .-金門縣 : 金門大學, 10912 .-- 5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872-3-9 (平
裝) NT$650
New sing kids: student book/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001 .-- 冊 .-- ISBN 978957-9686-45-7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
片) .-- ISBN 978-957-9686-46-4 (第 2 冊:
平裝附光碟片) .-- ISBN 978-957-968647-1 (第 3 冊:平裝附光碟片) .-- ISBN
978-957-9686-48-8 (第 4 冊:平裝附光
碟片) .-- ISBN 978-957-9686-49-5 (第 5
冊:平裝附光碟片) .-- ISBN 978-9579686-50-1 (第 6 冊:平裝附光碟片)
Otter looks for a new home/illustrated
and written by Ying-Feng Chen;
translated by Yu-Fang Yvonne Yen .-reprint .-- 金 門 縣 : 金 縣 文 化 局 ,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80-8 (精裝) NT$300
Outlin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2020 /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I .-- 臺
北市 : 內政部, 10911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23-6 (平裝附
光碟片) NT$500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3/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605-38-4 (平裝)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4/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智網文教,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605-39-1 (平裝)
Pinocchio/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Little Oil .-- 1st ed. .-- 臺
北市 : 佳音, 11001 .-- 48 面; 22X23 公
分 .-- ISBN 978-957-448-503-1 (平裝)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73th ETAS & 74th BESM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 .-- 1st ed. .-臺南市 :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484-8-3 (PDF)
*Python+TensorFlow 2.x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大數據: 超炫專案與完全
實戰/柯博文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3-8 (PDF) NT$540
Re:從零開始的同人展/零式文; 欸啊。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404 資料 Be
Found, 10911 .-- 64 面; ２１公分 .-ISBN 978-986-99741-0-3 ( 平 裝 )
NT$200
ReBorn: 晏人物男子寫真/林家佑, 晏
人物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1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3-0 (平裝)
Rol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editors Hye Kyung Park et al. .-臺南市 : 長榮大學神學院, 10911 .-1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35881-4 (平裝)
SOLIDWORKS Marco VBA 實務應用.
上冊/羅文男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羅文男,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0-6 (EPUB)
Staub 鑄鐵鍋料理全書/大橋由香作;
Allen Hs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36-33-6 (全套:平裝)
TAIWAN Sepintas Lalu. 20202021/Penyunting Jeff Lee et al. .-- 1st
ed. .-- 臺北市 : 外交部, 10911 .-- 9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5447-25-0 (平
裝) NT$70
TAIWAN Uma visão panorâmica. 20202021/editor Jeff Lee et al. .-- 1st ed. .-- 臺
北市 : 外交部, 10911 .-- 92 面; 16 公
分 .-- ISBN 978-986-5447-26-7 (平裝)
NT$70
Technologies of modern Wi-Fi wireless
networks. vol I/Elena Smirnova et
al.[作] .-- 臺北市 : 友訊科技, 10911 .-41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7917-5-6 (平裝)
Technologies of modern Wi-Fi wireless
networks. vol II/Elena Smirnova et
al.[作] .-- 臺北市 : 友訊科技, 10911 .-17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87917-6-3 (平裝)
Ten: ten life beyond life/by Ian
Milligan .-- 1st ed. .-- 臺北市 : Occental
TenTen Publishing and Resources,
10911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758-0-3 (平裝)

144

The banyan brothers and the wind
monster/Chen Yu, Chen Yan 作; 吳昀曇,
王 紫 芳 , Rachel Udabe, Shaelyn
Cavanaugh, Melanie Carroll 翻譯 .-- 金
門縣 : 金縣府, 10912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28-91-4 (平裝) .- ISBN 978-986-5428-92-1 (精裝)
*The great Gatsby enigma/editor Tien
Jeng Ming, Tang Yu Hua, Tien Yung
Lih .-- 1st ed. .-- 臺北市 : 田振明,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8-1 (EPUB)
The
hoopoes
at
grandma's
house/illustrated by Hsin-Yu Sun; written
by Hsin-Ya Li; translated by Yu-Fang
Yvonne Yen .-- reprint .-- 金門縣 : 金縣
文化局,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8-81-5 ( 精 裝 )
NT$300
The vanishing fish in Kinmen(Metzia
mesembrinum)/illustrated by En-Sheng
Yang; written by Wei-Ting Chen;
translated by Yu-Fang Yvonne Yen .-reprint .-- 金 門 縣 : 金 縣 文 化 局 ,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8-84-6 (精裝) NT$300
True times/by Ricor .-- 1st ed. .-- 臺北
市 : Ricor, 11001 .-- 128 面; 24 公分 .-ISBN 978-957-43-8338-2 (精裝)
Where 旅遊味: 回嘉走走/劉建德總編
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091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5-22 (平裝)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十輯/張良
澤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04-250 (全套:平裝) NT$1600
一本女人寫給女人的書(彩色版)/丁
杰編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31-2
(PDF)
十四經絡循行與臨床主治病症/潘隆
森編著 .-- 九版 .-- 臺中市 : 群生診所,
10912 .-- 5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669-6-8 (精裝) NT$800
山中明珠,戲說人生/唐淑惠, 羅麗蓓,
黃啟瑞文字編輯 .-- 南投縣 : 投縣珠
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10911 .-- 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226-1-0 (平裝)

山行者: 蕭巨昇當代水墨個展/蕭巨
昇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4-3-0 (平裝)
小米帝國/吳帝聰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45-9 (EPUB) NT$320
工 作 學 = The working philosophy of
everyday object/邱維濤(Eric Chiu)總編
輯 .-- 臺北市 : 創時傳媒, 10911 .-- 18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82-21 (平裝) NT$350
小門嶼: 玄武岩小島的環境與教學/
蕭志榮主編 .-- 初版 .-- 澎湖縣 : 澎縣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10910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7-43-6 (平裝)
*大清的角落: 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
碎片/王偉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16-528-4 (EPUB)
*大崛頭傳奇文史追軼/劉己玄撰稿
主編 .-- 高雄市 : 高雄市大山社區發
展協會, 10911 .-- 3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9720-0-0 (平裝)
下睫毛的乳癌日記: 我的ㄋㄟㄋㄟ生
病了= Ray's breast cancer diary/下睫毛
繪話生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
創意,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25-2-9 (平裝) NT$360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9 輯/吳碧惠, 謝
國興, 謝玲玉, 楊宏裕, 李志祥, 吳建
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04-328 (全套:平裝) NT$2520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
作報告. 109 學年度/葉欣穎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
會,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5-2 (PDF)
太上玄門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 .--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 10912 .-- 4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9474-66 (平裝) NT$30
少女的書架. II: 瓶詰地獄 夜長姬與
耳男 貓町 夢十夜/夢野久作, 坂口安
吾, 萩原朔太郎, 夏目漱石作; ホノジ
ロトヲジ, 夜汽車, しきみ繪; 既晴,
吳季倫, 黃詩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401-459-0 (全套:精裝) NT$1600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 巴比倫
富 翁 的 秘 密 / 喬 治 . 克 拉 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斯凱恩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40-4 (EPUB)
NT$260

竹風彩印,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641-4-3 (平裝)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 第三
期, 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 2020
年/朱德芳, 張心悌共同編審 .-- 臺北
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49-9-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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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9-9 (PDF) NT$200

中華道統文化. 第二期/謝金勳總編
輯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10911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197-8 (平裝)

*日本為什麼與眾不同/廉德瑰著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17-8 (EPUB)

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
ウム国際会議予稿集. 2020 年度/曾
秋桂編集 .-- 新北市 : 淡大日文系,
10911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36-69-6 (平裝) NT$300

太神了,趣味心理學/劉元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54-1 (EPUB)
NT$380

*史上最有趣的皇帝: 從囚犯到帝王
漢宣帝劉病已/賀俊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29-1 (EPUB)

中國四大明星/陳降任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陸書店,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61-80-5 (平
裝) .-- ISBN 978-986-7061-81-2 (精裝)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 自信
自在篇/王渡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8-4 ( 平 裝 )
NT$380

中國地形地圖/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
化, 10912 .-- 面; 78X108 公分 .-- ISBN
978-986-5736-44-6 (全開單張) NT$150
日 野 保 養 維 修 = Computer control
common rail diesel engine service for
HINO heavy-duty truck and bus/林永憲
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松祿文化,
10912 .-- 7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99-6-8 (精裝) NT$4000
心理韌性: 顛覆起跑點迷思,教出有
耐挫力、熱情與目的感的孩子/陳品
皓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03-1 (EPUB) NT$360
*中國歷代謀士傳/晁中辰著 .-- 修訂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20-8
(EPUB)
巴菲特給散戶的九個忠告/郭硯靈,
潘方勇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50-3 (EPUB) NT$340
友善農村暖設計= The friendly country
road of Taiwan/林崇偉,李鎮洋 , 陳榮
俊, 施美琴, 彭心燕, 蔡金龍, 陳重光,
傅桂霖, 柯燦堂, 陳淑媛作 .-- 新竹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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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 黑白線性組曲: 楊子雲創作集=
The nature-the linear suite of black and
white/楊子雲[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東門美術館, 10911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82-4-2 ( 平 裝 )
NT$600
*生命的點金石(中英對照)/星雲大師
著; 尤俠繪圖; 滿和, Leon Roth, Doris
Koegel-Roth 譯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8-5 (EPUB)
*幼兒教育核心素養教學與教師專業
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20/台灣首府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編輯 .-- 臺南市 : 台
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0912 .-25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207-8-8 (平裝附光碟片)
打造百歲健步腳/菊池守著; 吳乃慧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26-3 (EPUB)
*古雅綽約 如詩如歌: 導讀手冊= 風
雅優美.詩の如し歌の如し/江美玲總
編輯 .-- 臺中市 :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10911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53-0-8 (平裝)

可傳遞信息. 1, 確定你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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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3-6 (PDF) NT$35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宋澤萊文學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四屆/戴華
萱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理大學
臺文系, 10911 .-- 21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6758-74-4 (精裝)

可傳遞信息. 2, 經驗神的慈愛和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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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4-3 (PDF) NT$35

台灣前 50 大企業. 2020/中華信用評
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信用評等,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801-0-4 (PDF)
NT$2999

可傳遞信息. 3, 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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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5-0 (PDF) NT$35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9 第 12 屆(中
英對照)/王玉麟, 姚政仲, 黃湘娟, 簡
學 義 , 龔 書 章 編 輯 委 員 ; Debbie C.
Yang 英文編審 .-- 臺北市 : 室內設計
協會,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794-4-6 (PDF)

可傳遞信息. 4, 靠聖靈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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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6-7 (PDF) NT$35

台灣電影年鑑. 2020/王君琦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電影中心,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024-3-3 (PDF)

可傳遞信息. 5, 有果效的作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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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7-4 (PDF)

台 灣 管 理 學 會 年 報 . 2021= Taiwan
Management Institute annual report/ 林
清河總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管理學
會, 11001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93-2-1 (平裝)

可傳遞信息. 6, 領人歸主的秘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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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8-1 (PDF) NT$35

再不練愛,就老了/小刀老師著 .-- 修
訂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7-6 (EPUB)

可傳遞信息. 7, 協助完成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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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9-9-8 (PDF) NT$35
可傳遞信息. 8, 憑信心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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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69-0-9 (PDF) NT$35
可傳遞信息. 9, 信心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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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69-1-6 (PDF)
台灣(Formosa)參議院成立議程/曾勁
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曾勁元,
1091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283-5 (平裝)

有好口氣,才有好運氣/陶然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2 .-- 3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514 (平裝) NT$380
* 百 年 吟 詠 . 走 過 歲 月 / 江美 玲 總 編
輯 .-- 臺中市 :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10911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707-9-6 (平裝)
*行孝: 激發匠人精神的核心秘訣/秋
山利輝著; 陳曉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正好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7155-8-4 (EPUB)
如何授權藝術圖像?/謝顒丞, 葉思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6-8 (EPUB) NT$430
*共和大業/金冲及主編; 歐陽軍喜,
王憲明等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9-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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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出版 70 年回憶/劉冰編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40-5 (PDF) NT$600
在家裡生一顆麻糬: 溫柔生產 x 居家
生產/陳立其, 馮敬芝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小窩工作室,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793-0-6 (EPUB)
自殺防治年報. 中華民國 108 年/李明
濱主編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治學
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34-0 (PDF)
再現菩提/鄭保村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嗣雍齋國學社, 10911 .-- 21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588-5-1 (平
裝)
血腥的皇權: 明代君臣的政治鬥爭/
阮景東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3-8 (EPUB)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
務比率. 109 年版(108 年度)/張國銘總
編 輯 .-- 臺 北 市 : 金 融 聯 合 徵 信 ,
10912 .-- 37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78-68-0 (光碟片) NT$600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
務結構資訊統計. 109 年版(108 年度)/
張國銘總編輯 .-- 臺北市 : 金融聯合
徵信, 10912 .-- 1220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478-69-7 (光碟片)
*企業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連苑廷, 李義昭編輯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苑科大經管所, 10911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5-72-9 (平
裝附光碟片)
行過臺灣 50 年客家聲影/李寶錱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妙思客娛樂,
10912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7-0-9 (精裝) NT$1200
吉爾戈曼什: 人類史上第一部文學作
品/幾何編譯 .-- 修訂二版 .-- 高雄市 :
謝愛娃,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0-5 (PDF) NT$280
年輕真好: 性格決定未來(彩色版)/丁
滿編著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22-4-8
(PDF)
因 夢 想 而 美 麗: 陳 俗 蓉 水墨 畫 輯 =
Chen Su-Rong Creation Exhibition/陳俗
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蓉貴軒,

10911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729-0-1 (平裝)

10911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698-2-5 (平裝)

公分 .-- ISBN 978-986-90851-8-2 (平裝)
NT$200

*你一定好奇的歷史未解之謎/李丹
丹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15-4 (EPUB)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
編輯部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福音書房, 10912 .-- 冊 .-- ISBN 978986-166-465-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466-8 (第 2 冊:精裝) .-ISBN 978-986-166-467-5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986-166-468-2 (第 4 冊:
精裝) .-- ISBN 978-986-166-469-9 (全
套:精裝)

*花田半畝/田維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5-4 (EPUB)

伯公潭與八字圳的人文記事/宋傳敦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平鎮觀
光文化導覽協會, 1091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97-0-2 (精裝)
NT$300
走在歐洲建築.漫遊系列: 與建築師
一起,循著石板路走讀歐洲建築文明
史/謝孟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法
動畫工作室, 10912 .-- 冊 .-- ISBN 978986-87276-3-2 (全套:平裝) NT$990
我的包裝人生/林富源, 彭心怡作 .-臺中市 : 林富源(臺中市), 10911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301-6 (平裝) NT$500
吳承洋首本攝影寫真= Forever.Young
photobook/吳承洋作 .-- 臺北市 : 水靈
文創, 10911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459-4-3 (平裝) NT$450
你的歌我來唱. 6: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
集=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songs/彭
文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文
物, 11001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61-398-3 (平裝) NT$300
你看,他們都在來陰的/潘慧生著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55-8
(EPUB) NT$250
我是海外特派員. 第三屆: 數位閱讀
出版計畫/陳正杰總編輯 .-- 初版 .-臺北市 : 中央通訊社,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2787-8-2 (FLASH)
NT$300
我們家的冰箱/草棉谷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25-05 (精裝) NT$360
你猜!他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人性心
理學最高境界(彩色版)/丁夫編著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11-130-5 (PDF)
希望: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
祖往北港徒步進香. 2020/駱調彬總編
輯 .-- 苗栗縣 :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快速架設連鎖加盟帝國/陳立國, 吳
宇軒, 黃佳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091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94-8 ( 平 裝 )
NT$450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埔 子慶安 宮 /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
撰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0912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42-7-8 (平裝)
沙鹿鹿寮、鹿峰廟宇護照: 義聖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 初版 .-- 臺
中市 : 鴻林圖書, 10912 .-- 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42-8-5 (平裝)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
設計作品集. 2020/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2020 畢業班 .-- 新北市 :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10912 .-- 11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4752-42 (平裝)
*把話說到孩子心裡(全新升級版)/唐
曾磊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6-6 (EPUB)
扭轉乾坤開創幸福: 陳定鴻現代雕塑
/陳定鴻總編輯 .-- 新北市 : 天釩廣告
設計, 10912 .-- 20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86-93825-6-4 ( 平 裝 )
NT$400
走讀台灣風土/顏艾琳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45-0 (PDF) NT$240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9/戴文祥,
陳俊元, 葉坤鵬, 施亞南, 鹿鶴松, 徐
鳳聰, 陳佳呈, 邱正文, 洪嘉勇, 劉明
凱, 姜自達, 李憲雄, 周駿城, 吳昌緯,
蔡永茂, 古員齊, 邱尉庭作 .-- 初版 .-臺中市 : 拓方印集, 10911 .-- 48 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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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敏回憶錄/林世敏著 .-- 初版 .-新北市 : 高明, 10912 .-- 63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4038-3-2 (精裝)
NT$500
岱江楷書出師表/蔡季男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大眾, 10912 .-- 40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37-1014-1 (經
摺裝)
岱江楷書赤壁賦/蔡季男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大眾, 10912 .-- 36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37-1016-5 (經
摺裝)
岱江隸書出師表/蔡季男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大眾, 10912 .-- 40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37-1015-8 (經
摺裝)
協志工商職校藝術季特展台灣的克
林姆楊嚴囊創作 40 年展. 第 19 屆/楊
嚴囊作 .-- 嘉義縣 : 嘉縣協志高級工
商, 1091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93-3-9 (平裝) NT$300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 2020/江潤華總編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明 志 科 大 工 設 系 ,
1091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73-29-5 (平裝) NT$300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比賽得
獎 作 品 集 . 第 二 十 一 屆 = The 21st
Ming
Ting
Award
National
Calligraphy,Deal Carving,and Button
Competition/廖穆信主編 .-- 高雄市 :
明宗書法藝術館, 10912 .-- 64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95884-8-5 (平裝)
NT$500
炒股總是如此瘋狂: 股市泡沫的形成、
崩潰與應對/韓和元著 .-- 修訂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38-3
(EPUB)
長春 60 活力奔馳/陳玉鳳主編 .-- 臺
北市 : 北市長春國小, 10911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39-0 (精
裝)
亞洲文化環流調查計畫. 一, 東南亞
文化活動在台灣(2010-2020)= Cultural

circulation survey in Asia. 1, the
Southeast Asian cultural events in
Taiwan, 2010-2020/Anastasia Melati, 林
正尉, 林芷筠, 吳庭寬, 陳靖偉, 張騰
元, 賴品潔撰文 .-- 新北市 : 國際劇評
人協會台灣分會,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33-0-3 (平裝)
長洪武學縱橫. 第二十五期/李長穎
總編輯 .-- 臺北市 : 長洪武術學會,
109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199-1-9 (平裝) NT$300
法律英语暨判例法研究/張瑋心作 .-初版 .-- 新北市 : 張瑋心,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80-4
(EPUB)
取消申請-ILD CASEBOOK 間質性肺
病案例集/曾敬閔等撰稿 .-- 初版 .-臺北市 : 臻呈文化, 10804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806-5-6 (平
裝)
河海叢書今水經/(清)黃宗羲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1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57-1 (精
裝) NT$550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
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二
十 一 屆 = The 2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康琳
茹等作 .-- 初版 .-- 花蓮縣 : 早療協會,
1091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150-6-3 (平裝) NT$250
*幸福郵戳在台北/陳念萱文.攝影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10-8 (EPUB)

易學叢書續編仲氏易; 春秋占筮書
/(清)毛奇齡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
文, 10911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58-8 (平裝) NT$1200 .-ISBN 978-986-5533-59-5 ( 精 裝 )
NT$1600
*東瀛之美: 豆本套組/文自秀總策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有度, 10911 .-冊 .-- ISBN 978-986-98917-4-5 (全套:
精裝) NT$1200
重口味心理學/牧之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2-342-8
(EPUB)
NT$320
研石造物全記錄. 2019: 國家石材雜
誌 特 刊 = Hualien International Stone
Workshop. 2019: back to original/林慶
明等作; 林志善總編輯 .-- 花蓮縣 : 石
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10911 .- 9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7780-7 (精裝) NT$450
科技創新暨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20/ .-- 苗栗縣 : 育達科
大科技創新學院, 10911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81-2 (平裝)
紀事下茄苳堡: 拙耕園瑣記系列之伍
/陳添壽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09-0 (EPUB) NT$320
*亮的天/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4-7 (EPUB)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 2/阿爾弗雷德.
阿德勒著; 劉麗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41-1 (EPUB) NT$300

食尚宜情: 食譜.居家手冊/台北市私
立靜宜大學校友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北市私立靜宜大學校友會,
1091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99-0-0 (平裝) NT$250

*孟德斯鳩錯了?/史彤彪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27-7
(EPUB)

洞房花燭夜: 王振諾音樂寫真/王振
諾, Kat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314-7 (平裝)

金融怪傑: 全球頂尖交易高手對談錄
(30 周年紀念版)/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俞濟群, 王永健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寰宇,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0-3-2 (EPUB)
NT$650

政 治 秩 序 的 起 源 =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 黃中憲, 林錦慧, 林麗
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57-13-84535 (全套:平裝) NT$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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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歲月= The journey from abacus to
appagus/陳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世代金融基金會,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92-1-6 (精裝)
NT$250
後疫時代: 人人、自然、社交、再連
結/沈揚庭編著 .-- 第一版 .-- 臺南市 :
沈揚庭,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8356-6 (平裝)
春秋創刊號: 在失敗的年代依然相愛
的我們/陳正菁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浮光讀冊文化, 1091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05-0-0 (平
裝) NT$380
*風情百樣蘇東坡/王偉編著 .-- 修訂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19-2
(EPUB)
美國前 20 州區域優勢與廠商掃描.
2020 年/石育賢, 游佩芬, 王昱達, 李
文馨, 吳亭嫻, 吳伊雯, 鄭羽珊作 .-- 初
版 .-- 新竹縣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12 .-- 11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6-3 (平裝) NT$2000
美國重點產業聚落與領導廠商掃描.
2020 年/石育賢, 游佩芬, 王昱達, 吳
亭嫻, 李文馨, 吳伊雯, 鄭羽珊, 楊玟
萍, 張慈映作 .-- 初版 .-- 新竹縣 : 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12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7-0 (平裝)
NT$2000
穿越地平線的光影: 夫妻對話/牧雲
作 .-- 高雄市 : 桂瑞華, 10912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3665 (平裝) NT$300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領導權謀篇/
王照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49-1 (平裝) NT$380
厚黑學看這本就夠了: 臉皮要厚心要
黑,東方人的暗黑心理學/侯清恆著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2-1 (EPUB)
皇馴紫微/黃裕祁作 .-- 初版 .-- 屏東
縣 : 黃裕祁,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58-0 (PDF)
韋嘉與他的學生們= Wei Jia and his
students/韋嘉[作] .-- 臺北市 : 谷公館

當代藝術, 10912 .-- 1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88424-6-5 (精裝)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6-9 (EPUB)

威遠壇 200 週年紀念展展覽手冊= A
Special Exhibition for the Two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Wei-yuan
Altar/鍾偉愷總編輯 .-- 新北市 : 宗博
館, 10912 .-- 48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7431-4-3 ( 平 裝 )
NT$150

格列佛遊記/強納森.斯威夫特, 約翰.
法蘭西斯.瓦勒文; 史偉志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1001 .-- 冊 .-ISBN 978-986-427-399-7 (全套:平裝)
NT$1030

*科學史上的 365 天. 冬卷/魏鳳文, 武
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51-0 (EPUB)
*科學史上的 365 天. 春卷/魏鳳文, 武
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8-0 (EPUB)
*科學史上的 365 天. 秋卷/魏鳳文, 武
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50-3 (EPUB)
*科學史上的 365 天. 夏卷/魏鳳文, 武
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49-7 (EPUB)
家人相處秘笈. 2020. 成人篇/社團法
人台灣露德協會工作團隊編輯 .-- 再
版 .-- 臺北市 : 台灣露德協會, 10911 .- 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88566-9-1 (平裝) NT$75
神木島: 食人花危機. 上篇= Giant tree
island/周文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03-529-7 (精裝)
神木島: 食人花危機. 下篇= Giant tree
island/周文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1 .-- 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03-530-3 (精裝)
馬水龍<<晨曦>>= Ma Shui-Long, First
rays in the morning/翁誌聰主編 .-- 初
版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4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51 (平裝) NT$800

*書的容顏: 封面設計賞析與解構/翁
翁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7-8
(EPUB)
徐松榮<<長笛和鋼琴的二重奏>>=
Hsu Sung-Jung, Duet for flute and piano/
翁誌聰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4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1-2 (平裝) NT$300
*海岸燈火/詹澈著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0-7 (EPUB)
*粉紅色男孩/林黛嫚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8-4 (EPUB)
夏娃克隆啟示錄: 林珮淳+數位藝術
實 驗 室 創 作 展 = Revelation of Eve
Clone: Lin Pey-Chwen Digital Art Lab
Exhibition/潘襎總編輯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美館, 10911 .-- 4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59-7 (平裝)
原型設計袋包專題: 讓初學者也能成
功 開發袋包 產品的第 一步 / 黃丹怡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通用設
計應用發展協會, 11001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80-1-9 (平裝)
NT$480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
2020 年第五屆/蕭湘等編輯; 張平吾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海峽兩岸應
急管理學會, 10911 .-- 89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821-5-4 (平裝)
NT$600
*家族/許悔之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6-1 (EPUB)

馬水龍<<霸王虞姬>>= Ma Shui-Long,
Xiang Yu and his concubine/翁誌聰主
編 .-- 初版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15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4-4 (平裝) NT$80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2. 第二冊,
FOR VIOLIN/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4-6 (平裝) NT$240

馬化騰人生哲學課/李世強編著 .-- 修
訂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3. 第二冊,
FOR VIOLA/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149

初版 .-- 臺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1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5-3 (平裝) NT$24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7. 第二冊,
FOR CELLO/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展翊愛樂, 10911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486-0 (平裝) NT$240
浴硯游墨: 林欽商還曆書法展專輯/
林 欽 商 作 .-- 新 北 市 : 浴 硯 書 屋 ,
109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4-0-2 (平裝)
*徐復觀教授<<中國人性論史>>手
稿整理彙編/謝鶯興整理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48-075-2 (PDF)
海想知道. Vol.2, 昨日 x 今日 空間對
話= Ocean knows:/鍾宜庭總編輯 .-- 初
版 .-- 基隆市 :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63-6-3 (平裝) NT$120
海 想 知 道 . Vol.3, 夜 來 香 = Ocean
knows:/鍾宜庭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
市 :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63-70 (平裝) NT$120
旅館員工與星級評鑑/崔震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198-2
(EPUB) NT$300
珠寶刺繡與設計應用/黃丹怡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
發展協會, 11001 .-- 22 面; 22 公分 .-ISBN 978-986-99780-0-2 ( 平 裝 )
NT$380
第一桶金: 50 個白手起家的創業傳奇
/張利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46-6 (EPUB) NT$320
國中生社交技巧練習. 進階篇: 道歉
技巧手冊/劉文鴻總編輯 .-- 臺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1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9-99-4 ( 平 裝 )
NT$180
陶文岳: 不限溫度= Tao Wen Yueh:
Soul to Soul/陶文岳[作] .-- 臺北市 : 形
而上畫廊, 10912 .-- 47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87028-7-5 (平裝)
淡水時空之旅= La traversée du temps:
Tamsui d'hier et d'aujourd'hui/陳麗娟主

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外語學
院, 1091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36-71-9 (平裝)
現 代客家歌 謠合唱曲 譜選 / 愛客樂
iColor 編著 .-- 高雄市 : 卓著, 10912 .- 11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777-2-2 (平裝)
常 用 客 家 親 屬 稱 謂 用 語 = Family
terms in Hakka/范雯鈴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范雯鈴, 11001 .-- 2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48-1 (平裝)
NT$160
陳 主 稅 << 抒 情 歌 曲 集 作 品 七 >>=
Chen Chu-Shui, Collection of lyrical
songs opus 7/翁誌聰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28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32-224-3 ( 平 裝 )
NT$150

陪孩子畫唐詩: 臺灣媽媽的唐詩育兒
經/劉雨菡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7-5 (EPUB)
張炫文<<土地之戀>>= Chang HsuanWen, Love of land/翁誌聰主編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40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18-2 (平裝)
NT$300
張 炫 文 << 將 進 酒 >>= Chang HsuanWen, Invitation to wine/翁誌聰主編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9-9 (平裝)
NT$300
*郭英雄聊天室: 患者變好友. No.2/郭
英雄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0911 .-- 119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3-7 (平裝) NT$600

陳主稅<<抒情鋼琴小品集>>= Chen
Chu-Shui, Lyric piano pieces/翁誌聰主
編 .-- 初版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5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6-8 (平裝) NT$300

這個世界,沒有懷才不遇這件事/奧里
森 . 馬 登 (Orison Marden) 作 ; 靜 濤 編
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海 鴿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52-7 (EPUB) NT$299

陳主稅<<臺灣歌謠鋼琴組曲Ⅰ 作品
四>>、<<臺灣歌謠鋼琴組曲Ⅱ 作品
五 >>= Chen Chu-Shui, Taiwan ballad
piano suite Ⅰ,opus 4 、Taiwan ballad
piano suite Ⅱ,opus 5/翁誌聰主編 .-- 宜
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3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22-9 (平裝)
NT$300

這個世界沒欠你/慧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2-353-4
(EPUB)
NT$299

陳主稅<<歸途 作品六>>= Chen ChuShui, On the way home opus 6/翁誌聰
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3-6 (平裝) NT$300

鳥落地後/蘇維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超展開策畫, 10912 .-- 55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738-1-9 (精裝)

做生意的 100 個故事/歐陽正人著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51-0
(EPUB) NT$320
*寄自巴黎/與謝野寬, 與謝野晶子原
作; 鄭維欣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洋
芋伯伯數位出版,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26-0-3 (EPUB)
NT$350
笨拙但自信地向前走吧!: 悲觀河童
與溫柔小熊/Kumanomitu 作; 陳怡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1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24-207-7 (平裝)

眼球解剖生理學/邵儀菁, 楊文卿編
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911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601 (平裝) NT$350

堂與: 堂語= The words & participation
of the ''church''/周亦龍等作 .-- 初版 .-臺北市 :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10912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283-8-4 (平裝)
國 際 音 響 藝 術 大 展 = International
Audio & Art Exhibition/ .-- 臺北市 : 日
日昌科技印刷, 10911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510-31-1 (平裝)
NT$1000

音樂坊, 10911 .-- 35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7643-2-2 (平裝)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男聲篇/陳維斌
誌詞曲 .-- 初版 .-- 臺北市 : 典歌詩台
灣音樂坊, 10911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43-1-5 (平裝)
細語漫遊舊城風光: 大稻埕探索指南
/陳麗娟主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淡
大外語學院, 10911 .-- 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36-70-2 (平裝)
推銷員定律/張宇浩著 .-- 第二版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2-343-5
(EPUB)
NT$280
陳 懋 良 << 唐 詩 五 首 作 品 十 六 >>=
Chen Mau-Liang, Five poems from the
Tang Dynasty opus 16/翁誌聰主編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2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7-4 (平裝)
NT$150
陳懋良<<廟門的脈動 作品十三>>=
Chen Mau-Liang, Puls eines tempeltor
opus 13/翁誌聰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
中心, 10912 .-- 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26-7 (平裝) NT$800
陳懋良<<鋼琴曲五首>>= Chen MauLiang, Five piano pieces/翁誌聰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2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17-5 (平
裝) NT$300
陳懋良<<蘇東坡詩兩首 作品六>>=
Chen Mau-Liang, Two of Su Dongpo's
poems opus 6/翁誌聰主編 .-- 宜蘭縣 :
傳藝中心, 10912 .-- 16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32-225-0 ( 平 裝 )
NT$150
張鏡湖先生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張鏡湖著作 .-- 初版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912 .-- 冊 .-- ISBN 978-957-596-3712 (第 3 冊:精裝) NT$600 .-- ISBN 978957-596-372-9 (第 4 冊:精裝) NT$600 .- ISBN 978-957-596-373-6 (全套:精裝)

*淺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慧斌居士
作 .-- 新北市 : 海明禪寺, 10911 .-- 1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9059-75 (平裝)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
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
三十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維他露基金會, 10911 .-- 288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87905-9-9 (平裝)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女聲篇/陳維斌
詞曲 .-- 初版 .-- 臺北市 : 典歌詩台灣

尋古成跡 歷史社區/田純慈撰文 .-基隆市 : 基隆市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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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781-1-8 (PDF)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75-1-8 (PDF) NT$350

尋找 CEO 接班人: 掌握成為企業接
班人的關鍵/許書揚主筆; 林知明, 金
慧婉, 彭成基, 柯維華, 賴遠烽, 丁蔓
玫, 許慈芳合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27-0 (EPUB) NT$410

*閒話藝壇/劉冰作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39-9 (PDF) NT$450

*幾何風物誌: 夢迴江南/幾何著 .-- 修
訂二版 .-- 高雄市 : 謝愛娃,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1-2
(PDF) NT$300
雲林上場 精采飛揚/廖淑玲, 黃俊彥,
王秀如, 吳國男編輯委員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12 .-- 4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25-76-0 (平裝)
博物館= Mvsevm/哈維爾.塞茲.卡斯
坦(Javier Sáez Castán)故事; 馬努葉
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繪圖; 吳文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1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49-30-5 (精裝) NT$450
*尋幽大理: 探訪千年妙香佛國/陳念
萱文. 攝影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00-9 (EPUB)
無限潛能激發繪畫從心開始/侯月娥
總編輯 .-- 南投縣 : 視野文化事業社,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752-4-1 (平裝)
超級陌生人/韓明媚著 .-- 第二版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2-348-0
(EPUB)
NT$280
掌握心情,就能掌握事情/黎亦薰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52-1 (平裝) NT$380
菩提道次第廣論簡介/日常老和尚講
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
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
聲,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8-2 (EPUB)
菩提道次第廣論簡介/日常老和尚講
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
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
聲,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9-9 (PDF)
愜意暢遊操駕三大課程/流行騎士雜
誌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菁華,

*超實用澳洲打工度假武林祕笈/彭
健倫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9-1
(EPUB)
*最親切的 Google Analytics 入門教室
/小川卓, 工藤麻里著; 陳亦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6-9 (PDF)
NT$580
*最親切的 SQL 入門教室/矢沢久雄
原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7-6 (PDF) NT$450
媒體從業人員自殺防治手冊/李明濱
主編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
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7195-33-3 (PDF)
新北市學生美展. 109 年= New Taipei
City Student's Contest of Arts Exhibition
/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
化局, 10911 .-- 33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2-03-1 (光碟片)
新北新視野. 2020: 新住民國際論壇
論 文 集 = Proceedings on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New Immigrants/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理科大, 10912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2-7-1 (平裝) NT$350
遊走地圖/江凱群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美術館, 10911 .-- 36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3-01-4 (平裝)
NT$300
*禁忌海峽: 島嶼.圖像.詩/翁翁作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11-5 (EPUB)
愛河/林仙龍文; 王子麵圖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001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22-29-2 (精裝)
新知研討會肉雞及土雞飼養與營養
研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
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1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74-0-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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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研討會虱目魚之養殖與營養研
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1 .-20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007-9-2 (平裝)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二.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屏東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1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07-85 (平裝)
*微美/顏艾琳作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3-9 (EPUB)
微書: 棔柿樓日課初編/潘敦(Steven
Pan)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松蔭藝
術,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67-7-3 (平裝)
零時小學校成果手冊. 2020/g0v 零時
政府揪松團編 .-- 初版 .-- 桃園市 : 開
放文化基金會, 10912 .-- 36 面; 26X28
公分 .-- ISBN 978-986-95708-4-8 (平裝)
道家的生存之道/王貴水編著 .-- 修訂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1-4
(EPUB)
*解密: 脊髓損傷後疼痛 /楊曉秋主
編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21-5 (EPUB)
跨域借鏡產學對話: 想像下一波臺灣
現當代戲劇史論文集. 2019/洪芳怡,
羅仕龍, 梁文菁, 傅裕惠, 方美晶, 耿
一偉, 藍貝芝, 葉玟汝, 吳政翰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中央大學戲劇暨表演
研究室,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53-1-6 (EPUB) NT$225
聖 誕 歌 謠 = Traditional Christmas
carols/韋瓦笛室內樂團, 長笛玩家工
作室; 鄭宇泰改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韋瓦笛室內樂團, 1091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38-0-8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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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15-3 (EPUB)
*解壓密碼 /王貴水著 .-- 修訂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22-2
(EPUB)

*與人相處很簡單/杜延起著 .-- 修訂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16-1
(EPUB)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新周刊>>
主編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4-4
(EPUB)

*窮逛巴黎 La vie de cafe & bun/陳念
萱文. 攝影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1-3 (EPUB)

*睡山/翁翁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5-1 (EPUB)

歐文設計書寫: 一本立著閱讀的書籍
一輩子受用的歐文書卡。/Suda 編輯
設計 .-- 臺南市 : Suda 書打, 11001 .-17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07-0-8 (散裝) NT$980

*緩慢與昨日: 記憶的島,以及他方/翁
翁詩. 影像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30-6 (EPUB)

趙天儀全集/趙天儀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0912 .-- 冊 .-ISBN 978-986-532-192-5 (全套:精裝)
NT$6000
臺北知府陳星聚傳奇/馬文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6-56-8
(EPUB) NT$400
*漢代學制研究 /姜維公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2-1 (EPUB)
慢色= Late colours/林憲璋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豐創投資顧問, 11001 .- 2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785-0-7 (精裝) NT$3000
*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 2020= 2020
Green Energy Conference/黃厚生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健行科大電資
學院, 10911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75-8 (平裝) NT$150
說透了世界貿易戰/趙濤, 劉揮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49-7
(EPUB) NT$340

劉邦那套本事兒/韋伯豪著 .-- 修訂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9-0
(EPUB)
數到 3 之後攝影集= Thirty something
photography/林艾璇(大元)著 .-- 臺北
市 : 水靈文創, 10911 .-- 12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459-3-6 (平裝)
NT$530
慧松大師榮歸故里: 府城慈善公益畫
展 = Master Hui Song Returns to
Hometown-Fucheng/胡明宏(慧松)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立詰企業, 10912 .- 96 面; 42 公分 .-- ISBN 978-98691697-3-8 (平裝) NT$500
歐林六書系列: 珍藏套書/珊娜雅.羅
曼(Sanaya Roman), 杜安‧派克(Duane
Packer)著; 羅孝英, 王季慶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716-4-5 (全套:
平裝) NT$2590

蔣勳日曆. 2021/蔣勳作 .-- 臺北市 : 華
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41-2 (PDF) NT$888
隨心所變的樂我君/董致均圖.文 .-初版 .-- 臺北市 : 飛柏創意, 10912 .-4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8684-8-8 (精裝) NT$450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著 .-- 臺
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71-27-6 (EPUB)
整合風向、風速、溫溼度於環控平
台(氣象物聯網)/曹永忠, 黃朝恭, 許
智誠, 蔡英德著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29-6-5 (PDF) NT$1200
整合風向、風速、溫溼度於環控平
台(氣象物聯網)(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黃朝恭,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初版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9-7-2 (PDF)
NT$1200

誰的心裡,沒住著一個瘋子?/祈莫昕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海 鴿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47-3 (EPUB) NT$300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上冊/日常老和尚
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
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
有聲,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4-4 (EPUB)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歐亞語文創新跨
域教育/董莊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11 .-- 2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0-05-8 ( 平 裝 )
NT$490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下冊/日常老和尚
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
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
有聲,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5-1 (EPUB)

漢語大師(日文版 4)= Chinese master/
戚其璇, 呂石玫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戚其璇, 10912 .-- 2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43-8349-8 (平裝附光碟
片)

審計委員會參考指引: 協助審計委員
會發揮職能與創造價值/朱德芳, 陳
宇紳, 廖柏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912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738-0-9 (精
裝) NT$1200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上冊/日常老和尚
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
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
有聲,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6-8 (PDF)

臺 灣 牛 與 牛 墟 1975-1984= Taiwan
cattle and cattle market/阮義忠作 .-- 新
北市 : 攝影家, 10912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0328-45-5 (精裝)
NT$650

摩 根寫給兒 子的三十 二封信 / 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著; 林望道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44-2
(EPUB) NT$230

實場觀摩: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
練教材/張宗良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12 .-- 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34-0 (平裝)
*圖解!一次搞懂資料庫/小笠原種高
著; 何蟬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75-2 (PDF)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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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次第十二講. 下冊/日常老和尚
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
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
有聲,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65-7-5 (PDF)

*擁抱吉力馬札羅的天空: 愛、關懷
與冒險/金治華著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8-3 (EPUB)
*儒家的處世之道/王貴水編著 .-- 修
訂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18-5 (EPUB)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
會會議摘要手冊. 2020/餐旅管理學系,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烘焙管理學系,
飯店管理學系編輯 .-- 初版 .-- 臺南
市 :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 ,
10911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207-9-5 (平裝)
靜寂的盛典: 原住民當代藝術中的性
別 視 鏡 = Silent carnival: the sight of
gender
in
Taiwan
indigenous
contemporary art/林日龍總編輯 .-- 桃
園市 :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
10912 .-- 1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834-2-2 (平裝)
*黔滋味: 外來移民的鄉愁 A taste with
Guizhou/陳念萱文.攝影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25-2 (EPUB)
鋼 琴 動 畫 館 . 2: 日 本 動 漫 = Piano
power play series animation II/麥書文化
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書
國際文化, 10911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9-0-2 (平裝)
親像是昨日: 九層嶺.老照片合輯/萬
盈穗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
西拉雅文化協會, 10911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0229-5-8 (平裝)
螞 蟻寶典之 股市傳言 正解 / 陳文琦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陳 文 琦 ,
10911 .-- 2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3-8252-1 (精裝) NT$2000
點寂成杉: 吳上瑋水墨= Ink painting
by Wu Shang Wei/看到藝術有限公司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看到藝術,
10911 .-- 55 面; 47 公分 .-- ISBN 978986-92958-4-0 (精裝)
韓國為什麼與眾不同/詹小洪著 .-- 修
訂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5-2 (EPUB)
環球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Creativity & InnovativeDesign/
高從晏總編輯 .-- 雲林縣 : 環球科大
視傳系, 10911 .-- 18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6417-50-4 (平裝)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03-350 (平裝) NT$150

繁華潺潺/洪伊君, 許晶, 唐麗淑執筆;
李元璋計画代表; 詹慕如日本語訳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65-9 (平裝) NT$200

哲學演講錄/吳怡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45-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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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8-625-6 (PDF) NT$340
*聯藝攝影年鑑. 2021 年/劉信宏編
輯 .-- 桃園市 : 聯藝攝影雜誌,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995-4-8 (精裝)
騎乘新風貌重機旅遊百科/流行騎士
雜誌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菁
華,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75-0-1 (PDF) NT$350
關係學中的詭計/子桑編著 .-- 修訂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34-5
(平裝)
霧峰履歷 15: 霧峰最美的 18 公里/陳
永進, 吳東明, 王升原, 陳永康, 王艾
玲, 盧志文, 賴佳騫, 賴昭玲, 張凱淳,
汪蓓蓓, 嚴心玲, 林淑珍, 鍾靜, 蔣張
素卿作 .-- 臺中市 : 霧峰文化創意協
會, 10912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080-1-5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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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250-5-1
(EPUB) NT$400
*蘭陵九歌: 傳統節日溯源/潘宜興
著 .-- 臺南市 : 潘宜興, 1091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292-7 (PDF)
NT$199
聽.說: 2016 躁鬱日記/思瑀著 .-- 高雄
市 : 思瑀, 10912 .-- 37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8326-9 (平裝)
戀戀桃仔園. 第十屆: 桃園文學與歷
史研習會論文集/李訓清主編 .-- 桃園
市 :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10912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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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譚鈴音作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4-47-1 (EPUB) NT$110

*中國哲學發展史/吳怡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6-1 (EPUB)
逍遙的莊子/吳怡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44-3 (EPUB)
王陽明: 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
學家/張君勱著; 江日新譯 .-- 臺北市 :
東大,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44-6 (EPUB)
海德格/項退結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43-9 (EPUB)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一/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4-1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二/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5-8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三/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6-5 (EPUB)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四/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41-9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二/徐醒民居
士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7-2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三/徐醒民居
士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8-9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四/徐醒民居
士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39-6
(PDF)

佛藏經講義.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58-1-2
(PDF)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一/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40-2 (PDF)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以好奇的姿態,
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
人/李崇建著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00-0 (EPUB)
*中華文化十二講/錢穆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40-8 (EPUB)
歷史與人生/陳登武著 .-- 臺北市 : 三
民,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42-9 (EPUB)
明清史/陳捷先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5-4 (EPUB)
明史: 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王天有,
高壽仙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1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41-2
(EPUB)
*文選及習作: 說給你聽-明清散文鑑
賞/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
青,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8-2 (PDF) NT$500
*文體論: 說給你聽-詩歌與辭賦 8 講/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72-9 (PDF) NT$600
*文選及習作: 說給你聽-史傳散文.
一, 16 講/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許玉青,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5-1 (PDF) NT$800
*文選及習作：說給你聽-史傳散文.
二, 16 講/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許玉青,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6-8 (PDF) NT$650
*文選及習作: 說給你聽-諸子散文 13
講/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
青,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267-5 (PDF) NT$750
*新月集/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 臺北
市 : 三民, 10910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07-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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